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開標開標開標開標/決標決標決標決標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開標狀況開標狀況開標狀況開標狀況 請購單位請購單位請購單位請購單位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 合約編號合約編號合約編號合約編號 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 投標廠商投標廠商投標廠商投標廠商
5942 2013/2/5 第二次 圖書館 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3,398,000   百合 1203-G-102-0007 3,500,000 3,400,000  百合
5945 2013/5/30 第三次 護理系 臨床技能中心影像整合系統1式 1,862,200   丞嘉 1203-G-102-0045 1,932,000 1,900,000

 丞嘉、潗大、誠宣
5957 2013/2/5 第一次 資訊組 數位學習、社群交流暨影音平台軟體1式 1,860,000   大塚 1203-G-102-0008 1,900,000 1,860,000

 大塚、威爾、智域
6011 2013/4/24 第一次 資管系 B417電腦教室設備65套及教學廣播系統1式 2,880,000   大綜 1203-G-102-0022 3,172,080 2,900,000

 大綜、興耀、艾恩科
6048 2013/5/2 第一次 資訊組 虛擬電腦伺服器主機及磁碟陣列組儲存系統各1組 2,730,000   泰鋒 1203-G-102-0026 3,600,000 3,500,000

 泰鋒、敦陽、大綜、恩益禧
6097 2013/6/28 第一次 課務組 數位講桌33套 2,550,000   權陽 1203-G-102-0052 2,569,644 2,550,000

 權陽、艾恩科、大森
6211 2013/11/29 第一次 資管系 電腦40套 1,200,000   廣益 1203-G-102-0092 1,212,000 1,200,000

 廣益、興耀、艾恩科
16,480,200 17,885,724 17,310,000

102年整體獎勵補助經費公開招標資料簡列年整體獎勵補助經費公開招標資料簡列年整體獎勵補助經費公開招標資料簡列年整體獎勵補助經費公開招標資料簡列

合　　　　　　　　　　　計



列印時間：102/01/09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1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42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5%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10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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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1/23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1/24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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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102.01~102.12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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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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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須自備大型掛號回郵信封)。  

 

[投標期限] 

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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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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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

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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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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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2/20 9:24:26 

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2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2340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42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

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1/25 

[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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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02/20 09:23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25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42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5%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25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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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2/04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2/05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102.01~102.12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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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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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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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須自備大型掛號回郵信封)。  

 

[投標期限] 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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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3368333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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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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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2/19 17:4:24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2/0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42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2/05 10: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02/05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02/06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07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3,40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3,398,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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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86033521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羅斯福路3段125號4樓之3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2- 23695096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3,39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02/05－102/12/31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2013年西文期刊131種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3,398,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3,40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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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5 

[ !'( !'( !'( !'(]3.10.90.30 

[)*"#)*"#)*"#)*"#]'()*+,  

[ !+, !+, !+, !+,]831<=>+?@A,B151C 

[-./-./-./-./]DEF 

[-.01-.01-.01-.01](07)7861957 

[22223333&(&(&(&(](07)7861958 

[4$4$4$4$55556666]G:HIJKL 

[2789278927892789]01 

[$:;<'(="#$:;<'(="#$:;<'(="#$:;<'(="#]47MNOPQR, STUVWXU 

[>?@ABC>?@ABC>?@ABC>?@ABC]YZ,[\ 

[@ADEFG@ADEFG@ADEFG@ADEFG]I]^_`abcde^_ 

[HIDEJKLMHIDEJKLMHIDEJKLMHIDEJKLM]f 

[HNDEJKLMHNDEJKLMHNDEJKLMHNDEJKLM]f 

[JKOJKOJKOJKOPPPPQR$DQR$DQR$DQR$D]g 

[R$DESR$DESR$DESR$DES]hL^_ijkl 

[TUVWTUVWTUVWTUVW]f 

[X%JKYZ[\]^X%JKYZ[\]^X%JKYZ[\]^X%JKYZ[\]^]f 

[_$`a_$`a_$`a_$`a]mnL 

[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iiiijjjj]f 

[bklmbklmbklmbklm]opqG18rPG19r 

[l/nol/nol/nol/noiiii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opqG4r 

[LtuLtuLtuLtu]102/01/11 

[JKv9_$JKv9_$JKv9_$JKv9_$]f 

[JKwxyzJKwxyzJKwxyzJKwxyz]g 

[JK{|}@AJK{|}@AJK{|}@AJK{|}@A]f 

[JK~JK~JK~JK~iiiijLMjLMjLMjLM��������]f 

[JK{��JK{��JK{��JK{��]f 

[JK{������@AJK{������@AJK{������@AJK{������@A]f 

[JK�bL����g������������JK�bL����g������������JK�bL����g������������JK�bL����g������������]f 

[JK@�����JK@�����JK@�����JK@�����]f 

[JKpq@Al�JKpq@Al�JKpq@Al�JKpq@Al�104m�m�m�m�105m�4$��$��m�4$��$��m�4$��$��m�4$��$��10m��m��m��m��4msmsmsms1]f 

[JKbk@Al�JKbk@Al�JKbk@Al�JKbk@Al�106m�m�m�m�1��������1^̂̂̂iiiijjjj]f 

[iiiij`aj`aj`aj`a]st 

[JKpqm����s@AJKpqm����s@AJKpqm����s@AJKpqm����s@A]f 

[JK��0 ¡$JK��0 ¡$JK��0 ¡$JK��0 ¡$]f 

[4$¢r¡£+¤4$¢r¡£+¤4$¢r¡£+¤4$¢r¡£+¤]831<=>+?@A,B151C 

[4$¢r¥z=]^`a4$¢r¥z=]^`a4$¢r¥z=]^`a4$¢r¥z=]^`a]500u(v^wxy'()*+,kz{|}) 

[JK��0 ¦$JK��0 ¦$JK��0 ¦$JK��0 ¦$]f 

[§¨¦$©ª§¨¦$©ª§¨¦$©ª§¨¦$©ª]102/01/24 17:00 

[M$©ªM$©ªM$©ªM$©ª]102/01/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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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r+¤]831<=>+?@A,B1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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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  

[:;<=>(:;<=>(:;<=>(:;<=>(]"#$%&'()* 

[?@ABCD?@ABCD?@ABCD?@ABCD]+,-./,0123 

[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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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LULUVVVVOOOO][<=>?CDEFGHI] 

JKLMNOPQRSTCDUVW(:XYZ[\]^_4`)3  

 

[a=bc] 

d;-.efg_hUiXjkJKRlbmno3 

a=-0dpqr[sRtu[svwpqr-0xyz7{|3 

 

[ !"#WP$X !"#WP$X !"#WP$X !"#WP$X]! 

[YZYZYZYZ[[[[\]^_`a\]^_`a\]^_`a\]^_`a]}~����Z� 

[bc^_`abc^_`abc^_`abc^_`a]��������������������H��110���4�����3]9

� ¡¢�02-87897530 £¤�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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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 £¤�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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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HE�³-´µ��³��°±²Q�H��802´µ�¶·�¸¹º�2]5� ¡¢�07-3368333

»¼3239 £¤�07-3315313¥ 

¦¨�ª-§M¨��°±²Q�H��100%��«½�¾¿À�1Á130] ¡¢�02-23705840 

£¤�02-23896249¥ 

¦´µ�ÂÃN�H��801´µ�ÄÅ�ÆÇÈ�428];´µ�_�60000]4® ¡¢�07-

2818888¥ 

¦¨�ª-ÉÊ¨��°±²Q�H��100���«½�«¬À�5] ¡¢�02-77365529  £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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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22

[ !"# !"# !"# !"#]%&'()*+, 

[$%"#$%"#$%"#$%"#]-./01*2345678/9:; 

[$%%&$%%&$%%&$%%&]5945 

[ !'( !'( !'( !'(]3.10.90.30 

[)*"#)*"#)*"#)*"#]'()*+,  

[ !+, !+, !+, !+,]831<=>+?@A,B151C 

[-./-./-./-./]DEF 

[-.01-.01-.01-.01](07)7861957 

[22223333&(&(&(&(](07)7861958 

[4$4$4$4$55556666]GHIJKLMNOP 

[2789278927892789]02 

[$:;<'(="#$:;<'(="#$:;<'(="#$:;<'(="#]47QRSTUV, WXYZJ[Y 

[>?@ABC>?@ABC>?@ABC>?@ABC]\],^_ 

[@ADEFG@ADEFG@ADEFG@ADEFG]M`abKcdefgab 

[HIDEJKLMHIDEJKLMHIDEJKLMHIDEJKLM]h 

[HNDEJKLMHNDEJKLMHNDEJKLMHNDEJKLM]h 

[JKOJKOJKOJKOPPPPQR$DQR$DQR$DQR$D]i 

[R$DESR$DESR$DESR$DES]jPabklmn 

[TUVWTUVWTUVWTUVW]h 

[X%JKYZ[\]^X%JKYZ[\]^X%JKYZ[\]^X%JKYZ[\]^]h 

[_$`a_$`a_$`a_$`a]opP 

[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iiiijjjj]h 

[bklmbklmbklmbklm]qrsG18tTG19t 

[l/nol/nol/nol/noiiii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qrsG4t 

[LtuLtuLtuLtu]102/02/22 

[JKv9_$JKv9_$JKv9_$JKv9_$]h 

[JKwxyzJKwxyzJKwxyzJKwxyz]i 

[JK{|}@AJK{|}@AJK{|}@AJK{|}@A]h 

[JK~JK~JK~JK~iiiijLMjLMjLMjLM��������]h 

[JK{��JK{��JK{��JK{��]h 

[JK{������@AJK{������@AJK{������@AJK{������@A]h 

[JK�bL����g������������JK�bL����g������������JK�bL����g������������JK�bL����g������������]h 

[JK@�����JK@�����JK@�����JK@�����]h 

[JKpq@Al�JKpq@Al�JKpq@Al�JKpq@Al�104m�m�m�m�105m�4$��$��m�4$��$��m�4$��$��m�4$��$��10m��m��m��m��4msmsmsms1]h 

[JKbk@Al�JKbk@Al�JKbk@Al�JKbk@Al�106m�m�m�m�1��������1^̂̂̂iiiijjjj]h 

[iiiij`aj`aj`aj`a]uv 

[JKpqm����s@AJKpqm����s@AJKpqm����s@AJKpqm����s@A]h 

[JK��0 ¡$JK��0 ¡$JK��0 ¡$JK��0 ¡$]h 

[4$¢r¡£+¤4$¢r¡£+¤4$¢r¡£+¤4$¢r¡£+¤]831<=>+?@A,B151C 

[4$¢r¥z=]^`a4$¢r¥z=]^`a4$¢r¥z=]^`a4$¢r¥z=]^`a]500w(xayz{'()*+,m|}~�) 

[JK��0 ¦$JK��0 ¦$JK��0 ¦$JK��0 ¦$]h 

[§¨¦$©ª§¨¦$©ª§¨¦$©ª§¨¦$©ª]102/03/05 12:00 

[M$©ªM$©ªM$©ªM$©ª]102/03/06 10:00 

[M$+¤M$+¤M$+¤M$+¤]831<=>+?@A,B151C 

[¦$¢«¦$¢«¦$¢«¦$¢«]��3� 

[¬¦$¢r+¤¬¦$¢r+¤¬¦$¢r+¤¬¦$¢r+¤]831<=>+?@A,B151C 

[JKbk@Al�JKbk@Al�JKbk@Al�JKbk@Al�99mmmm]h 

[JK{®¯@A°±²³´µ ¶JK{®¯@A°±²³´µ ¶JK{®¯@A°±²³´µ ¶JK{®¯@A°±²³´µ ¶····¸�¹º¸�¹º¸�¹º¸�¹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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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  

[:;<=>(:;<=>(:;<=>(:;<=>(]"#$%&'()* 

[?@ABCD?@ABCD?@ABCD?@ABCD]+,-./,0123 

[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11245/67389:;<=>?@7AB 

[LULULULUVVVVOOOO][<=>?CDEFGHI] 

JKLMNOPQRSTCDUVW(:XYZ[\]^_4`)3  

 

[a=bc] 

d;-.efg_hUiXjkJKRlbmno3 

a=-0dpqr[sRtu[svwpqr-0xyz7{|3 

 

[ !"#WP$X !"#WP$X !"#WP$X !"#WP$X]! 

[YZYZYZYZ[[[[\]^_`a\]^_`a\]^_`a\]^_`a]}~����Z� 

[bc^_`abc^_`abc^_`abc^_`a]��������������������H��110���4�����3]9

� ¡¢�02-87897530 £¤�02-87897514¥ 

[ddddeeee^_`a^_`a^_`a^_`a] 

¦§M¨©�ª�H��104���«¬���318]5�;%�_�14-153]4® ¡¢�

0800286586 £¤�02-25621156¥ 

¦«¯��°±²Q�H��110���4�����3]9� ¡¢�02-87897548 £¤�02-

87897554¥ 

¦HE�³-´µ��³��°±²Q�H��802´µ�¶·�¸¹º�2]5� ¡¢�07-3368333

»¼3239 £¤�07-3315313¥ 

¦¨�ª-§M¨��°±²Q�H��100%��«½�¾¿À�1Á130] ¡¢�02-23705840 

£¤�02-23896249¥ 

¦´µ�ÂÃN�H��801´µ�ÄÅ�ÆÇÈ�428];´µ�_�60000]4® ¡¢�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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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345678/9:; 

[$%%&$%%&$%%&$%%&]5945 

[ !'( !'( !'( !'(]3.10.90.30 

[)*"#)*"#)*"#)*"#]'()*+,  

[ !+, !+, !+, !+,]831<=>+?@A,B151C 

[-./-./-./-./]DEF 

[-.01-.01-.01-.01](07)7861957 

[22223333&(&(&(&(](07)7861958 

[4$4$4$4$55556666]GHIJKLMNOP 

[2789278927892789]03 

[$:;<'(="#$:;<'(="#$:;<'(="#$:;<'(="#]47QRSTUV, WXYZJ[Y 

[>?@ABC>?@ABC>?@ABC>?@ABC]\],^_ 

[@ADEFG@ADEFG@ADEFG@ADEFG]M`abKcdefgab 

[HIDEJKLMHIDEJKLMHIDEJKLMHIDEJKLM]h 

[HNDEJKLMHNDEJKLMHNDEJKLMHNDEJKLM]h 

[JKOJKOJKOJKOPPPPQR$DQR$DQR$DQR$D]i 

[R$DESR$DESR$DESR$DES]jPabklmn 

[TUVWTUVWTUVWTUVW]h 

[X%JKYZ[\]^X%JKYZ[\]^X%JKYZ[\]^X%JKYZ[\]^]h 

[_$`a_$`a_$`a_$`a]opP 

[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JKb !cC@Ade$fgOhiiiijjjj]h 

[bklmbklmbklmbklm]qrsG18tTG19t 

[l/nol/nol/nol/noiiii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jpq@Al%rsbklm]qrsG4t 

[LtuLtuLtuLtu]102/05/15 

[JKv9_$JKv9_$JKv9_$JKv9_$]h 

[JKwxyzJKwxyzJKwxyzJKwxyz]i 

[JK{|}@AJK{|}@AJK{|}@AJK{|}@A]h 

[JK~JK~JK~JK~iiiijLMjLMjLMjLM��������]h 

[JK{��JK{��JK{��JK{��]h 

[JK{������@AJK{������@AJK{������@AJK{������@A]h 

[JK�bL����g������������JK�bL����g������������JK�bL����g������������JK�bL����g������������]h 

[JK@�����JK@�����JK@�����JK@�����]h 

[JKpq@Al�JKpq@Al�JKpq@Al�JKpq@Al�104m�m�m�m�105m�4$��$��m�4$��$��m�4$��$��m�4$��$��10m��m��m��m��4msmsmsms1]h 

[JKbk@Al�JKbk@Al�JKbk@Al�JKbk@Al�106m�m�m�m�1��������1^̂̂̂iiiijjjj]h 

[iiiij`aj`aj`aj`a]uv 

[JKpqm����s@AJKpqm����s@AJKpqm����s@AJKpqm����s@A]h 

[JK��0 ¡$JK��0 ¡$JK��0 ¡$JK��0 ¡$]h 

[4$¢r¡£+¤4$¢r¡£+¤4$¢r¡£+¤4$¢r¡£+¤]831<=>+?@A,B151C 

[4$¢r¥z=]^`a4$¢r¥z=]^`a4$¢r¥z=]^`a4$¢r¥z=]^`a]500w(xayz{'()*+,m|}~�) 

[JK��0 ¦$JK��0 ¦$JK��0 ¦$JK��0 ¦$]h 

[§¨¦$©ª§¨¦$©ª§¨¦$©ª§¨¦$©ª]102/05/28 17:00 

[M$©ªM$©ªM$©ªM$©ª]102/05/29 10:00 

[M$+¤M$+¤M$+¤M$+¤]831<=>+?@A,B1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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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r+¤]831<=>+?@A,B151C 

[JKbk@Al�JKbk@Al�JKbk@Al�JKbk@Al�99mm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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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0 !-123456789+]  

[:;<=>(:;<=>(:;<=>(:;<=>(]"#$%&'()* 

[?@ABCD?@ABCD?@ABCD?@ABCD]+,-./,0123 

[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6EFG0HIE58J+AB]  

[?@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KLM8J+ABNOPQRST]11245/67389:;<=>?@7AB 

[LULULULUVVVVOOOO][<=>?CDEFGHI] 

JKLMNOPQRSTCDUVW(:XYZ[\]^_4`)3  

 

[a=bc] 

d;-.efg_hUiXjkJKRlbmno3 

a=-0dpqr[sRtu[svwpqr-0xyz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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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JK�JK�JK�iiiijLMjLMjLMjLM��������]h 

[JK~��JK~��JK~��JK~��]h 

[JK~������@AJK~������@AJK~������@AJK~������@A]h 

[JK�bL����g������������JK�bL����g������������JK�bL����g������������JK�bL����g������������]h 

[JK@�����JK@�����JK@�����J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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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bk@Al�JKbk@Al�JKbk@Al�JKbk@Al�99mm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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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bk@Al�JKbk@Al�JKbk@Al�JKbk@Al�106m�m�m�m�1 � � � �1^̂̂̂iiiijjj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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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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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F*+GHF*+GHF*+GH]102/05/28 

[��IJKL��IJKL��IJKL��IJKL]��ABCDEFGHAB  

[��MNOPQRST����MNOPQRST����MNOPQRST����MNOPQRST��] 2  

[UVW���XTYOUVW���XTYOUVW���XTYOUVW���XTYO] 

[ZP	[ZP	[ZP	[ZP	[]���(I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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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Nuv��wSTxss���tP���Nuv��wSTxss���tP���Nuv��wSTxss���tP���Nuv��wSTx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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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 

[noIJ��*CnoIJ��*CnoIJ��*CnoI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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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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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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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J��IJ��IJ]1,862,2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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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hhhh	�m	�m	�m	�m]$gLh(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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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GHZP��GHZP��GHZP��GH]102/05/30N1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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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ZP§¨����ZP§¨����ZP§¨����]3.10.90.30 

[ZP§¨����ZP§¨����ZP§¨����Z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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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 of 2����_����

2013/5/31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列印時間：102/01/17 11:43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22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數位學習、社群交流暨影音平台軟體一式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5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1/22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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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2/04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2/05 11: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決標簽約後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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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標的分類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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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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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自備郵資)。  『投標期限』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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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3368333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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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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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2/19 16:59:23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2/0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5957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數位學習、社群交流暨影音平台軟體一式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2/05 11: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02/05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02/06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08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86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86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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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16088678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 文化路2段285號19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3983777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8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02/05－102/04/05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數位學習、社群交流暨影音平台軟體一式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86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8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8052112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威爾學習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200,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12687342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智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110,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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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04/08 08:47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4/1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管系B417教室電腦65套及教學廣播系統1式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11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4/10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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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4/23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4/24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決標簽約後45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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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標的分類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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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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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自備郵資)。  『投標期限』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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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3368333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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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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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4/24 12:27:48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4/2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11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管系B417教室電腦65套及教學廣播系統1式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4/24 10: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04/24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04/25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22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90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88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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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86059612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163號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345801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8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新加坡(Singapore)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04/24－102/06/08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資管系B417教室電腦65套及教學廣播系統1式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88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9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13199481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興耀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920,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7220386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艾恩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3,100,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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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04/16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4/17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訊組虛擬電腦伺服器主機及磁碟陣列組儲存系統各1組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48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4/17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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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4/30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5/01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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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決標簽約後45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標的分類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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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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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自備郵資)。  

『投標期限』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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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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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

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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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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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5/6 14:25:12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0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48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訊組虛擬電腦伺服器主機及磁碟陣列組儲存系統各1組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5/02 10:00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05/02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05/07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26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3,50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73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Page 1 of 2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2013/5/6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4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86879739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泰鋒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513巷22弄5號6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5370988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73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05/02－102/06/15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資訊組虛擬電腦伺服器主機及磁碟陣列組儲存系統各1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泰鋒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73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3,5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84218848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786,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86059612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3,276,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12368733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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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06/13 15:36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課務組數位講桌33套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9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06/14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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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06/27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6/28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決標簽約後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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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標的分類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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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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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自備郵資)。  『投標期限』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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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5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3368333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電話：02-23705840、傳真：02-23896249）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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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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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6/28 11:40:51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1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張惠玲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097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課務組數位講桌33套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06/28 10: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2/06/14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06/28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07/01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52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55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55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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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16477563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權陽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14高雄市仁武區 五和里永昌一街7號1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3758668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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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06/28－102/08/28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課務組數位講桌33套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權陽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55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5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80387080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大森系統整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580,27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7220386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艾恩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2,798,4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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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2/11/13

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11/15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管系電腦40套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211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總務處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ga138@fy.edu.tw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狀狀狀狀態態態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預計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是否須繳繳繳繳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法人團體辦辦辦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公告日]102/11/15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是否已辦辦辦辦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理公開閱閱閱閱覽覽覽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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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款款款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招標文件領取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500元(現金或抬頭輔英科技大學之郵政匯票)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截止投標時間]102/11/28 17:00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11/29 10:00 

[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開標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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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收受投標文件地點]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條條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102.12.30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摘要]：符合標的分類規定之合格廠商。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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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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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總務處營繕組現場領取或函索(自備郵資)。  

『投標期限』應於規定時間內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校，逾期不受理。 

『投標規格』應附詳細型錄，若無型錄則可附詳細規格補充說明資料。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異議受理單位]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申訴受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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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檢檢檢舉舉舉舉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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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電話：07-

分機3239、傳真：07-3315313） 

＊高雄市調查處（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28號;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7

2818888）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代碼代碼代碼代碼]3.9 

[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補助機關1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教育部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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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2/11/29 12:26:15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02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30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總務處營繕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7861957分機 

[傳傳傳傳真真真真號碼號碼號碼號碼]07-7861958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6211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管系電腦40套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辦辦辦理理理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2/11/29 10: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2/11/15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大寮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產產產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辦辦辦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2/11/29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2/12/02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1203-G-102-0092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200,000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200,000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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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8307522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廣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一路121巷4弄13號2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9555668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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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2/11/29－102/12/30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資管系電腦40套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廣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20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200,000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地國別1]新加坡(Singapore) 

[原原原原產產產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地國別得標金額地國別得標金額地國別得標金額1]1,200,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7220386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艾恩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1,440,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13199481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興耀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1,396,000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30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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