華夏科技大學
107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公開招標紀錄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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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妝應系美妝品調製實習設備- 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9
2.[標案名稱]：妝應系美妝品調製實習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7⽇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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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29⽇⾄107年9⽉6⽇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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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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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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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瀏覽數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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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妝應系美妝品調製實習設備- 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9
2.[標案名稱]：妝應系美妝品調製實習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13⽇下午1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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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9⽉7⽇⾄107年9⽉13⽇下午14時⽌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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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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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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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瀏覽數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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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妝應系掌上型頭⽪及⽪膚檢測儀-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06
2.[標案名稱]：妝應系掌上型頭⽪及⽪膚檢測儀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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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25⽇⾄107年6⽉1⽇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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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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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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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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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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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妝應系掌上型頭⽪及⽪膚檢測儀-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06
2.[標案名稱]：妝應系掌上型頭⽪及⽪膚檢測儀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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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5⽇⾄107年6⽉8⽇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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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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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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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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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瀏覽數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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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妝應系數位型均質攪拌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3
2.[標案名稱]：妝應系數位型均質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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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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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25⽇⾄107年10⽉2⽇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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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應系蕭明昌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2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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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應系數位型均質攪拌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3
2.[標案名稱]：妝應系數位型均質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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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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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04⽇⾄107年10⽉11⽇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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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應系蕭明昌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2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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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數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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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社團樂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03
2.[標案名稱]：社團樂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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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22⽇⾄107年5⽉29⽇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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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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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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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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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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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社團樂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03
2.[標案名稱]：社團樂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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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31⽇⾄107年6⽉5⽇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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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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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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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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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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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室設系3D列印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8
2.[標案名稱]：室設系3D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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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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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1⽇⾄107年10⽉18⽇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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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詹肇裕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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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3D列印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8
2.[標案名稱]：室設系3D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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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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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2⽇⾄107年10⽉29⽇下午13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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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詹肇裕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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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繪圖折合平桌-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7
2.[標案名稱]：室設系繪圖折合平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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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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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05⽇⾄107年10⽉16⽇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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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詹肇裕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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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空調節能控制教學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50
2.[標案名稱]：建築系空調節能控制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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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1⽇下午15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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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3⽇⾄107年10⽉30⽇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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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詹肇裕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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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數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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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建築系空調節能控制教學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50
2.[標案名稱]：建築系空調節能控制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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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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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1⽇⾄107年11⽉7⽇上午09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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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詹肇裕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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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測量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7
2.[標案名稱]：建築系測量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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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14⽇⾄107年6⽉25⽇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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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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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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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建築系測量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7
2.[標案名稱]：建築系測量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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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27⽇⾄107年7⽉3⽇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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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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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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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建築系測量設備-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7
2.[標案名稱]：建築系測量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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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5⽇⾄107年7⽉11⽇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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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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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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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創意設計學院、建築系投影機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9
2.[標案名稱]：創意設計學院、建築系投影機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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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28⽇⾄107年7⽉5⽇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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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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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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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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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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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出圖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51
2.[標案名稱]：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出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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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1⽇上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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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3⽇⾄107年10⽉30⽇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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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系詹肇裕主任。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5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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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廣播系統- 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0
2.[標案名稱]：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廣播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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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29⽇⾄107年9⽉6⽇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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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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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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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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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廣播系統- 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0
2.[標案名稱]：創意設計學院教學廣播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13⽇下午13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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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9⽉7⽇⾄107年9⽉13⽇下午13時⽌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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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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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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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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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4
2.[標案名稱]：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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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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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04⽇⾄107年10⽉11⽇下午16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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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李麗美組⻑。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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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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4
2.[標案名稱]：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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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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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5⽇⾄107年10⽉22⽇上午09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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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李麗美組⻑。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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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數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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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44
2.[標案名稱]：圖書資訊處LCD⾼解析顯⽰器、視聽⾳響擴⼤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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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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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3⽇⾄107年10⽉31⽇上午09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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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李麗美組⻑。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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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0
2.[標案名稱]：】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有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4⽇(⼆)上午11點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8⽉6⽇(⼀)⾄107年8⽉13⽇(⼀)下午4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預算價百分之五
10.[預算]：92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標(最低折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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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李誼璇組員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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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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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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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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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0
2.[標案名稱]：】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有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23⽇(⼆)下午3點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8⽉15⽇(三)⾄107年8⽉22⽇(三)下午4點00分⽌
9.[押標金金額]：預算價百分之五
10.[預算]：92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標(最低折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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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李誼璇組員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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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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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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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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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0
2.[標案名稱]：】圖書館107年下半年度中文圖書⼄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有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5⽇(三)上午10點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8⽉27⽇(⼀)⾄107年9⽉5⽇(三)上午9點30分⽌
9.[押標金金額]：預算價百分之五
10.[預算]：92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標(最低折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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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李誼璇組員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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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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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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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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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VR無界博物館-故宮文物-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5
2.[標案名稱]：圖書館VR無界博物館-故宮文物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30⽇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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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23⽇⾄107年8⽉30⽇上午9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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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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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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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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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
瀏覽數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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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最新消息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VR無界博物館-故宮文物-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5
2.[標案名稱]：圖書館VR無界博物館-故宮文物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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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30⽇⾄107年9⽉4⽇下午1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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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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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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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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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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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中文圖書⼄批- 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中文圖書⼄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01
2.[標案名稱]：】圖書館中文圖書⼄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有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5⽉2⽇下午2點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4⽉24⽇⾄107年5⽉1⽇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預算價百分之五
10.[預算]：55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標(最低折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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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陳麗娜組⻑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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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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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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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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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中文圖書⼄批-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中文圖書⼄批-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01
2.[標案名稱]：】圖書館中文圖書⼄批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有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5⽉10⽇(四)上午10點
7.[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8.[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5⽉4⽇(五)⾄107年5⽉9⽇(三)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預算價百分之五
10.[預算]：55萬元整
11.[決標⽅式]：最低標(最低折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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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陳麗娜組⻑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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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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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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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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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伺服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02
2.[標案名稱]：圖書館伺服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5⽉17⽇上午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5⽉9⽇⾄107年5⽉16⽇上午12點⽌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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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0元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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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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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封內為「標單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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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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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圖書借還上退磁感應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2
2.[標案名稱]：圖書館圖書借還上退磁感應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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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11⽇⾄107年6⽉19⽇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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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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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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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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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圖書借還上退磁感應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2
2.[標案名稱]：圖書館圖書借還上退磁感應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8⽇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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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21⽇⾄107年6⽉27⽇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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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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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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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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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學術論文檢測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1
2.[標案名稱]：圖書館學術論文檢測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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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6⽇⾄107年8⽉13⽇下午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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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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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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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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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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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圖書館學術論文檢測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31
2.[標案名稱]：圖書館學術論文檢測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23⽇下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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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15⽇⾄107年8⽉22⽇下午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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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擴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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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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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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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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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數位媒體設計系VR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1
2.[標案名稱]：數位媒體設計系VR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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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13⽇⾄107年6⽉22⽇上午12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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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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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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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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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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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數媒系資訊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27
2.[標案名稱]：數媒系資訊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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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2⽇⾄107年8⽉13⽇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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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擴充]：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額、數量或期間上
限。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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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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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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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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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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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數媒系影像軟體-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26
2.[標案名稱]：數媒系影像軟體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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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31⽇⾄107年8⽉8⽇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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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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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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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數媒系影像軟體-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26
2.[標案名稱]：數媒系影像軟體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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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9⽇⾄107年8⽉13⽇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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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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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瀏覽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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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樂⾳社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4
2.[標案名稱]：樂⾳社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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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26⽇⾄107年7⽉3⽇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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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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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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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樂⾳社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4
2.[標案名稱]：樂⾳社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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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5⽇⾄107年7⽉11⽇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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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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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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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樂⾳社設備-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1.[案號]：HWH107514
2.[標案名稱]：樂⾳社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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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23⽇⾄107年7⽉31⽇下午4點⽌
9.[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10.[決標⽅式]：最低標
11. [後續擴充]：無
13.[聯絡⼈]： 本案聯絡⼈李麗美、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3、本案規格聯絡⼈詳如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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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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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餘詳規格說明。1.[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 ：每份招標文件新台幣50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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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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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8
2.[標案名稱]：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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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04⽇14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28⽇⾄107年09⽉03⽇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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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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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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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8
2.[標案名稱]：企管系互動式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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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11⽇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9⽉05⽇⾄107年09⽉10⽇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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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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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示裝置-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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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6
2.[標案名稱]：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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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04⽇14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28⽇⾄107年09⽉03⽇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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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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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示裝置-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6
2.[標案名稱]：企管系多媒體智慧觸控顯⽰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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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11⽇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9⽉05⽇⾄107年09⽉10⽇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30⽇內交貨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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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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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子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41
2.[標案名稱]：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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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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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14⽇⾄107年0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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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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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子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41
2.[標案名稱]：企管系飯店餐旅經營教學訓練系統及電⼦商務教學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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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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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26⽇⾄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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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朱墨庵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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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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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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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18⽇⾄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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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明。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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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校園監視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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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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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25⽇⾄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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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明。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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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單槍投影機-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09
2.[標案名稱]：教學⽤單槍投影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14⽇上午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6⽉06⽇⾄107年6⽉13⽇下午04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額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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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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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交貨⽇期限為107年8⽉13⽇起31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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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信封後得各處加蓋騎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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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單槍投影機-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09
2.[標案名稱]：教學⽤單槍投影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9⽇15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6⽉26⽇⾄107年6⽉29⽇15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額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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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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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交貨⽇期限為107年8⽉13⽇起31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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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信封後得各處加蓋騎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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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單槍投影機-第三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教學⽤單槍投影機-第三次公告
1.[案號]：HWH107509
2.[標案名稱]：教學⽤單槍投影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09⽇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02⽇⾄107年07⽉09⽇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額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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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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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交貨⽇期限為107年8⽉13⽇起31天內完成交貨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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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信封後得各處加蓋騎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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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自由度機械手臂力量控制系統-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8
2.[標案名稱]：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6⽇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8⽇⾄107年08⽉15⽇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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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04元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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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智慧所 連瑞敬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510。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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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自由度機械手臂力量控制系統-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8
2.[標案名稱]：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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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04元整。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30⽇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23⽇⾄107年08⽉29⽇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90⽇內交貨吉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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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智慧所 連瑞敬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510。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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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自由度機械手臂力量控制系統-第三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三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第三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8
2.[標案名稱]：智慧所智慧型控制系統及六⾃由度機械⼿臂⼒量控制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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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04元整。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09⽉06⽇09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31⽇⾄107年09⽉05⽇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履約期限]：⾃決標⽇起90⽇內交貨安裝完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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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智慧所 連瑞敬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510。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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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3
2.[標案名稱]：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7⽇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27⽇⾄107年08⽉06⽇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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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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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3
2.[標案名稱]：資管系VR虛擬實境桌上型互動裝置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3⽇11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7⽇⾄107年08⽉13⽇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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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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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1
2.[標案名稱]：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2⽇11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24⽇⾄107年08⽉02⽇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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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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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1
2.[標案名稱]：資管系物聯網開發套件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8⽇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3⽇⾄107年08⽉07⽇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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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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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創客展示系統-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創客展⽰系統-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創客展⽰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5
2.[標案名稱]：資管系創客展⽰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1⽇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6⽉14⽇⾄107年6⽉21⽇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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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林采端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2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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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人機體驗套件-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第⼀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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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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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4
2.[標案名稱]：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7⽇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27⽇⾄107年08⽉06⽇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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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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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人機體驗套件-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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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第⼆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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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4
2.[標案名稱]：資管系雲端數位跨域無⼈機體驗套件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3⽇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7⽇⾄107年08⽉13⽇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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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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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跨境商務觸控互動式投影教學系統-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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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跨境商務觸控互動式投影教學系統-第⼀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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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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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資管系跨境商務觸控互動式投影教學系統-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2
2.[標案名稱]：資管系跨境商務觸控互動式投影教學系統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2⽇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24⽇⾄107年08⽉02⽇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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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資管系 洪英訓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413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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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16軸智慧人型機器人、線迷宮機器鼠及高階循跡競速自走車等採購案-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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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等採購案第⼀次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等採購案-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3
2.[標案名稱]：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1⽇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6⽉14⽇⾄107年6⽉20⽇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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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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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數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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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a.hwh.edu.tw/files/14-1007-32527,r11-1.php?Lang=zh-tw

1/1

2019/1/7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子系16軸智慧人型機器人、線迷宮機器鼠及高階循跡競速自走車等採購案-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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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等採購案第⼆次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等採購案-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3
2.[標案名稱]：電⼦系16軸智慧⼈型機器⼈、線迷宮機器鼠及⾼階循跡競速⾃⾛⾞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2⽇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6⽉26⽇⾄107年7⽉02⽇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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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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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雙爪式4軸機器手臂-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0
2.[標案名稱]：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2⽇16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6⽉15⽇⾄107年6⽉21⽇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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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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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雙爪式4軸機器手臂-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0
2.[標案名稱]：電⼦系雙爪式4軸機器⼿臂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05⽇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6⽉29⽇⾄107年07⽉05⽇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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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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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體感控制手臂車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人-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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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4
2.[標案名稱]：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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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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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14⽇⾄107年0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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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張原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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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體感控制手臂車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人-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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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4
2.[標案名稱]：電⼦系體感控制⼿臂⾞及體感15軸格鬥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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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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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26⽇⾄107年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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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張原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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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2
2.[標案名稱]：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5⽇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8⽇⾄107年08⽉14⽇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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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關錦龍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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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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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32
2.[標案名稱]：電機系屋內線路與電機控制裝置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21⽇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15⽇⾄107年08⽉20⽇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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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關錦龍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3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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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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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56
2.[標案名稱]：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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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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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27⽇⾄10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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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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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洪光⺠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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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3D印表機-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56
2.[標案名稱]：機械系SLA光固化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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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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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04⽇⾄107年1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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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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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洪光⺠老師。
14.[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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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9
2.[標案名稱]：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5⽇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8⽇⾄107年08⽉14⽇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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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李志輝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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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9
2.[標案名稱]：機械系可程式控制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22⽇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16⽇⾄107年08⽉21⽇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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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李志輝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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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6
2.[標案名稱]：機械系砲塔式銑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6⽉26⽇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6⽉19⽇⾄107年6⽉25⽇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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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林文輝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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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砲塔式銑床-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16
2.[標案名稱]：機械系砲塔式銑床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7⽉05⽇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6⽉29⽇⾄107年7⽉05⽇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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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林文輝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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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5
2.[標案名稱]：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4⽇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6⽇⾄107年08⽉13⽇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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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蔡裕祥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0。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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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回⾸⾴

總務處

網站管理

單位信箱

⾸⾴ > 招標公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5
2.[標案名稱]：機械系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實習設備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22⽇10點3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16⽇⾄107年08⽉21⽇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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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機械系 蔡裕祥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210。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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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學程用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人-第一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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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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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
辦法規章
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0
2.[標案名稱]：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02⽇10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7⽉24⽇⾄107年08⽉02⽇09點3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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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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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學程用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人-第二次公告 -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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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招標公告】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第⼆次公告
最新消息
單位介紹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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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下載
招標資訊

【事務組招標公告】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第⼆次公告
1.[案號]：HWH107520
2.[標案名稱]：機器⼈學程⽤智慧影像辨識輪型機器⼈
3.[招標性質]：財物
4.[後續擴充]：否
5.[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
6.[開標⽇期]：107年8⽉14⽇11點00分
6.[開標地點]：總務⻑辦公室(中正堂⼀樓)
7.[領標及投標期限]：107年08⽉08⽇⾄107年08⽉13⽇16點00分⽌
8.[押標金金額]：投標價百分之五
9.[決標⽅式]：最低標
10. [後續擴充]：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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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聯絡⼈]： 本案採購聯絡⼈蔡嘉明、本案規格聯絡⼈：電⼦系 張原彰老師。
13.[聯絡電話]：(02)89415100分機1256、本案規格聯絡⼈：分機310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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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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8/01/07 15:0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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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wh.edu.tw
[標案案號]HWH107001
[標案名稱]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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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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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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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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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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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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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事務組購買標單，每份一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7/06/21 17:00
[開標時間]107/06/22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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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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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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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日內交貨安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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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及本校通用契約範本。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信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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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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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5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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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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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HWH1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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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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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2 15:30
[原公告日期]10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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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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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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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7,01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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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 2019/1/7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Page 2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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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及本校通用契約範
本。
[投標廠商家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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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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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2－1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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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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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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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廠商代碼]01517124
[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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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360,000元
[決標金額]6,360,000元
[底價金額]7,005,000元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36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41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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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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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得標廠商]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090,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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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6/22
[決標公告日期]107/07/03
[契約編號]HWH10700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00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3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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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59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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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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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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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wh.edu.tw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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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第4條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 否 適 ⽤ 條 約 或 協 定 之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採購
採
購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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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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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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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決標日起一年內保留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利。後續擴充金額
上限為476,875
元整。

後續擴充

是
補助機關

是否受機關補助

招
標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3.9 教育部

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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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否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資
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

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107/08/08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否
購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合採購(不適⽤共同供 否
應契約規定)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 否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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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否提供電⼦領標

領
投
開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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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100元,請至事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7/08/22 16:00

開標時間

10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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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原因

是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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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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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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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通用合約範本並酌依採
購性質增修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符合台銀共同供應契約冷氣廠商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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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否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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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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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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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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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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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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88624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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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內容區塊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4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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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08
公報⽇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否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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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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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4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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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標⽅式續⾏招標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
傳輸次數
01
02
03
04

決標
序號
001
001
001
001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107/08/24
107/09/05
107/09/14
107/10/05

檢
視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90389222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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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3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區塊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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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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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wh.edu.tw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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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第4條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 否 適 ⽤ 條 約 或 協 定 之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採購
採
購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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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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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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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決標日起一年內保留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利。後續擴充金額
上限為476,875
元整。

後續擴充

是
補助機關

是否受機關補助

招
標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3.9 教育部

線上教學

Page 2 of 3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否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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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否
購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合採購(不適⽤共同供 否
應契約規定)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 否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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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否提供電⼦領標

領
投
開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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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100元,請至事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7/09/03 17:00

開標時間

10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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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原因

是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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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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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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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通用合約範本並酌依採
購性質增修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符合台銀共同供應契約冷氣廠商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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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否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線上教學

Page 3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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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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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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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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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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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88706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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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內容區塊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05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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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24
公報⽇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否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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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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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5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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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標⽅式續⾏招標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
傳輸次數
01
02
03
04

決標
序號
001
001
001
001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107/08/24
107/09/05
107/09/14
107/10/05

檢
視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90389292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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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3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區塊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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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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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wh.edu.tw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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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第4條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 否 適 ⽤ 條 約 或 協 定 之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採購
採
購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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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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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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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決標日起一年內保留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利。後續擴充金額
上限為476,875
元整。

後續擴充

是
補助機關

是否受機關補助

招
標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3.9 教育部

線上教學

Page 2 of 3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否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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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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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購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合採購(不適⽤共同供 否
應契約規定)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 否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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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否提供電⼦領標

領
投
開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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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100元,請至事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7/09/12 17:00

開標時間

107/09/13 16: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其
他

原因

是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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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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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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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通用合約範本並酌依採
購性質增修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符合台銀共同供應契約冷氣廠商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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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否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線上教學

Page 3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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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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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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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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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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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88761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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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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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內容區塊

:::

:::

首頁>標案查詢

無法決標公告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14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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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6
公報⽇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 否
條第1項第1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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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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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14

無法決標公告⽇期

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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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標⽅式續⾏招標
附加說明
作業歷程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
傳輸次數
01
02
03
04

決標
序號
001
001
001
001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107/08/24
107/09/05
107/09/14
107/10/05

檢
視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90389356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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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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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區塊

:::

:::

首頁> 標案查詢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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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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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wh.edu.tw

標案案號

HWH107002

標案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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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第4條
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辦理⽅式

補助

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 否 適 ⽤ 條 約 或 協 定 之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採購
採
購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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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
家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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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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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決標日起一年內保留後續擴充案優先採購之權利。後續擴充金額
上限為476,875
元整。

後續擴充

是
補助機關

是否受機關補助

招
標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式

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3.9 教育部

線上教學

Page 2 of 3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 否
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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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17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 否
購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
合採購(不適⽤共同供 否
應契約規定)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 否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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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否提供電⼦領標

領
投
開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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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100元,請至事務組洽購

是否提供電⼦投標

否

截⽌投標

107/09/26 16:00

開標時間

107/09/27 16:00

開標地點

235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

其
他

原因

是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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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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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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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通用合約範本並酌依採
購性質增修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符合台銀共同供應契約冷氣廠商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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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
舉受理單位

否
疑義、異議
受理單位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線上教學

Page 3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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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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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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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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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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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88780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9點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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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3

::: English ｜ 網站導覽 ｜ 意⾒信箱

回⾸⾴

塊

:::

:::

首頁>標案查詢

決標公告

顯⽰簡要資料

友善列印
文字列印

分享：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0/05

機
關
資
料

已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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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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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

HWH10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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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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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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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開標時間

107/09/27 16:00

原公告⽇期

107/09/17

採購⾦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式

補助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條約或
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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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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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
安全」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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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補助機關代碼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3.9

教育部

1,2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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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否
本 案 採 購 契 約 是 否 採 ⽤ 主 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依本校通用合約範本並酌依採購
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性質增修
投標廠商家數

1

投標廠商1

投
標
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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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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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27－107/11/25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
超過100⼈

否

決標品項數

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
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
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決
標
品
項

得標廠商

蓁筳園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

30

得標廠商
原始投標⾦額

2,287,548元

決標⾦額

2,239,748 元

底價⾦額

2,240,000 元

原產地國別

決
標
資
料

原產地國別

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2,239,748元
貳佰貳拾參萬玖仟柒佰肆拾捌元

決標公告序號

001

決標⽇期

107/09/27

決標公告⽇期

107/10/05

Page 3 of 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額

2,24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239,748元

總決標⾦額是否公開

是

契 約 是 否 訂 有 依 物 價 指 數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調整價⾦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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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變頻分離式冷氣機乙批

招標
傳輸次數
01
02
03
04

決標
序號
001
001
001
001

決標
更正序號

決標
公告日期
107/08/24
107/09/05
107/09/14
107/10/05

檢
視

返回

:::

歡迎本區第 90389398 位訪客(至098/12/31累計76003935人次) 台灣時間為 10點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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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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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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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