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圖資處獎勵補助Adobe CC租賃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3⽉16⽇(⼆)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3⽉17⽇(三)上午10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樓總務處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圖資處黃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767 

公告⽇期：

2021-03-10 00:00:00 ~ 2021-03-16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圖資處獎勵補助Adobe CC租賃採購案(第⼆次)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309Tfap-01.rar)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309Tfap-01.rar
javascript:window.operner=null; window.close();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圖資處獎勵補助Adobe CC租賃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3⽉08⽇(⼀)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3⽉09⽇(⼆)上午10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樓總務處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圖資處黃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767 

公告⽇期：

2021-02-23 00:00:00 ~ 2021-03-08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圖資處獎勵補助Adobe CC租賃採購案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222bWKH-01.rar)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222bWKH-01.rar
javascript:window.operner=null; window.close();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總務處獎勵補助教學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7⽉05⽇(⼀)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7⽉06⽇(⼆)下午02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三樓⼤會議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總務處保管組沈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1 

公告⽇期：

2021-06-22 00:00:00 ~ 2021-07-05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總務處獎勵補助教學設備採購案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621zruM-01.rar)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https://jeb.just.edu.tw/jeb/doc2008/20210621zruM-01.rar
javascript:window.operner=null; window.close();
https://www.just.edu.tw/p/404-1000-255.php?Lang=zh-tw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餐飲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7⽉28⽇(三)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7⽉29⽇(四)下午03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三樓⼤會議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餐飲系楊老師、黃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6701、2655
本校⾃7⽉13⽇⾄7/30⽇上班時間為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7-22 00:00:00 ~ 2021-07-28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餐飲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餐飲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7⽉20⽇(⼆)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7⽉21⽇(三)下午02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三樓⼤會議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餐飲系楊老師、黃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6701、2655
本校⾃7⽉13⽇⾄7/30⽇上班時間為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7-07 00:00:00 ~ 2021-07-20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餐飲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旅遊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8⽉05⽇(四)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8⽉06⽇(五)上午10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總務處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旅遊系謝老師兼學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55
本校⾃即⽇⾄8/31⽇暑假上班時間為週⼀到週五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7-30 00:00:00 ~ 2021-08-05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旅遊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旅遊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7⽉28⽇(三)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7⽉29⽇(四)上午10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三樓⼤會議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旅遊系謝主任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525
本校⾃7⽉13⽇⾄7/30⽇上班時間為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7-13 00:00:00 ~ 2021-07-28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旅遊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旅館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8⽉09⽇(⼀)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8⽉10⽇(⼆)下午02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總務處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旅館系王主任、陳老師、黃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688、6376、2681
本校⾃即⽇⾄8/31⽇暑假上班時間為週⼀到週五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8-02 00:00:00 ~ 2021-08-09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旅館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旅館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7⽉29⽇(四)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7⽉30⽇(五)下午02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三樓⼤會議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尚院⻑、陳老師、黃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6715、6376、2681
本校⾃即⽇⾄8/31⽇暑假上班時間為週⼀到週五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7-15 00:00:00 ~ 2021-07-29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旅館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視傳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9⽉22⽇(三)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9⽉23⽇(四)下午04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樓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視傳系廖老師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6821

公告⽇期：

2021-09-16 00:00:00 ~ 2021-09-22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視傳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視傳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09⽉14⽇(⼆)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09⽉15⽇(三)下午04時1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樓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視傳系廖老師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6821
本校⾃即⽇⾄9/3⽇暑假上班時間為週⼀到週五上午9:00~下午4:00

公告⽇期：

2021-08-31 00:00:00 ~ 2021-09-14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視傳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媒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11⽉15⽇(⼀)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11⽉16⽇(⼆)下午03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媒系許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300

公告⽇期：

2021-11-08 00:00:00 ~ 2021-11-15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媒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第⼆次)

CLOSE X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L：02-82122000

Copyright ©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政策

校安中⼼：02-82122100

宿舍總機：02-82122046

宿舍管理中⼼：02-82122046#7119

入學服務中⼼：
02-82122000#2110、2114、2174、2176



















搜尋公告
公告標題：

110⾏媒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公告內容：
領標及投標期限：請於即⽇起⾄110年11⽉04⽇(四)下午05時00分
開標時間：110年11⽉05⽇(五)下午02時00分
開標地點：本校⾏政⼤樓開標室
招標文件領取⽅式及地點：請由本校⾸⾴⾃⾏下載
本案聯絡⼈：總務處事務組郭組⻑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025
********************************
本案規格聯絡⼈：⾏媒系許助教
聯絡電話：(02)8212-2000分機2300

公告⽇期：

2021-10-22 00:00:00 ~ 2021-11-04 17:00:00

公告單位：

總務處

公告類別：

採購公告

相關檔案：

110⾏媒系獎勵補助專業教室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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