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年歷次公開招標資料簡列 

序

號 
經費來源 登入日期 

開標/決標

日期 
開標狀況 標的案號 請購單位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底價 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 合約編號 

1 
92 儀專#儀器 

        194 
92.01.28 92.02.17 第一次 9201302-01 資訊組 610電腦教室電腦及週邊設備一批 3,420,000 3,600,000 菱威電腦 1203-G-92-0004 

2 
92 儀專#儀器 

       176等 
92.03.14 92.04.02 第一次 9203302-01 營繕組 護理大樓空調工程 2,800,000 2,723,000 三民工程 1203-G-92-0017 

3 
92 儀專#儀器 

       191等 
92.03.17 92.04.03 第一次 9203302-02 資訊組 校園網路 e-learning 教學網路設備一式 2,100,000 2,100,000 漢康科技 1203-G-92-0020 

4 
92 儀專#儀器 

       188等 

92.04.15 

92.05.02 

92.05.02 

92.05.19 

第一次 

第二次 
9204302-02 資訊組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一部 3,133,000 3,100,000 大綜電腦 1203-G-92-0028 

5 
92 儀專#儀器 

        63-1 
92.04.04 92.04.23 

第一次 

第二次 
9204302-01 環工系 ICP-OES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一台 2,500,000 2,160,000 博精儀器 1203-G-92-0027 

6 
92 儀專#儀器 

         387 
92.08.25 92.09.12 第一次 9208302-01 圖書館 圖書館書架 229 座 1,700,000 1,235,000 均輝工業 1203-G-92-0075 

7 
92 儀專#儀器 

         229 

92.08.25 

92.09.17 

92.09.17 

92.09.30 

第一次 

第二次 
9208302-02 物治系 物理治療肌電訊號量測系統一組 1,010,000 975,200 德譽儀器 1203-G-92-0085 

8 
92 儀專#軟體 

          46 

92.09.17 

92.10.08 

92.10.08 

9210.17 

第一次 

第二次 
9209302-01 圖書館 2004 西文期刊 262 種 5,600,000 5,830,000 百合圖書 1203-G-92-0100 

9 
92 儀專#儀器 

       337等 
92.09.23 92.10.14 第一次 9209302-02 護理科 多功能假病人 10 具及 CPR 安妮 2 具 1,500,000 1,496,000 惟元科技 1203-G-92-0095 

10 
92 儀專#儀器 

       388等 
92.10.09 92.10.28 第一次 9210302-01 資訊組 

電腦設備更新、頻寬管理器與無線認證伺服

器及集中備份專案 
4,800,000 4,790,000 漢康科技 1203-G-92-0123 

合           計   28,009,200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1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04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610 電腦教室電腦及週邊設備一批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4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1 月 30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2 月 17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6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104570 

[廠商名稱] 菱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二五三號一○樓之一 

[廠商電話] 06-269-39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6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宏詳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2 月 21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1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

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610 電腦教室電腦及週邊設備一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42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3,60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42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2 月 14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2 月 1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一個月  

[新增日期] 92 年 01 月 28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1 月 28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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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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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3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1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大樓空調工程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878259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3 月 19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4 月 02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723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675037 

[廠商名稱] 三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縣鳳山巿海光里建國路一段三○九巷四號一樓 

[廠商電話] 07-703-1627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723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利驊冷氣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高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穎川空調電機企業有限公司 盛翔工程有限公

司 高粲工程有限公司 承明空調有限公司 盈源工程有限公司 前鋒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4 月 2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3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

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大樓空調工程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878,259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878,259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878,259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3 月 31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4 月 02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三個月  

[新增日期] 92 年 03 月 14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3 月 18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留未來增購之權利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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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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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時間 : 民國 92 年 03 月 18 日 10:33]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具甲級冷凍空調承裝業)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3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20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校園網路 e-learning 教學網路設備一式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3184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1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3 月 19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4 月 03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1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533366 

[廠商名稱] 漢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新店巿寶橋路二三五巷一三五號六樓 

[廠商電話] 07-552-519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1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精技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4 月 4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3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

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校園網路 e-learning 教學網路設備一式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318,4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318,4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318,4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4 月 01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4 月 03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一個月  

[新增日期] 92 年 03 月 17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3 月 17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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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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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4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1203-G-92-0028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一部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133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133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5 月 0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5 月 19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1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6059612 

[廠商名稱] 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一一六三號 

[廠商電話] 07-345801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31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宏詳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菱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5 月 19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4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一部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5 月 14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5 月 19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6.25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5 月 02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5 月 02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利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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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處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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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4302-02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一部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無法決標理由]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4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一部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13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4 月 30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5 月 02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6.20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4 月 15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4 月 15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利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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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處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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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4302-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2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ICP-OES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 一台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5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5 月 0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5 月 16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16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9960419 

[廠商名稱]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五九號一二樓 

[廠商電話] 07-552103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16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思必可有限公司 毫克企業(股)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5 月 19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4302-03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ICP-OES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 一台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5 月 14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5 月 16 日 15 時 0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6.25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4 月 30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5 月 02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利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831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 151 號 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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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處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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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4302-01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ICP-OES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一台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無法決標理由]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否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4 月 23 日 

[附加說明] 

未達法定家數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4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ICP-OES 感應偶合電漿放光光譜儀一台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4 月 21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4 月 23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06.20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4 月 04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4 月 07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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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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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8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75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圖書館書架 229 座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29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7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8 月 27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9 月 12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235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5814882 

[廠商名稱] 均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二四二巷八號三樓 

[廠商電話] 02-2673-759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235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慶和圖書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震企業有限公司 振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鐵櫃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9 月 17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8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圖書館書架 229 座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29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29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29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9 月 10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9 月 12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依採購契約書規定  

[新增日期] 92 年 08 月 25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8 月 25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三(即期支票)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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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索請來電詢問郵資)。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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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8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1203-G-92-0085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理治療肌電訊號量測系統一組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273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01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9 月 18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09 月 30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752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97134336 

[廠商名稱] 德譽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四０二巷六弄七號 

[廠商電話] 07-225752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9752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寰宇先進科技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9 月 30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8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理治療肌電訊號量測系統一組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二(或以上)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9 月 29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9 月 30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10.31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9 月 17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9 月 17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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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索請來電詢問郵資)。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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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8302-02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理治療肌電訊號量測系統一組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無法決標理由]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9 月 17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8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理治療肌電訊號量測系統一組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27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09 月 10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09 月 12 日 11 時 0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依採購契約書規定  

[新增日期] 92 年 08 月 25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8 月 25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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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索請來電詢問郵資)。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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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9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1203-G-92-0100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4 西文期刊 262 種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195129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6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10 月 09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17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83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6033521 

[廠商名稱]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一二五號四樓之三 

[廠商電話] 02-2369509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83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醫訊圖書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17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9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2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9209302-01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4 西文期刊 262 種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二(或以上)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10 月 16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10 月 17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2004 年 1 月起  

[新增日期] 92 年 10 月 08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10 月 08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留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 總務處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三(即期支票)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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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處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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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9302-01  

[無法決標序號]01 

[中文採購標的] 2004 西文期刊 262 種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屬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無法決標理由]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公告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8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9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9209302-01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4 西文期刊 262 種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195,129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一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10 月 06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10 月 07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2004 年 1 月起  

[新增日期] 92 年 09 月 17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9 月 18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留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 總務處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三(即期支票)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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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處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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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09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095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假病人 10 具及 CPR 安妮 2 具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5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09 月 2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14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496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790682 

[廠商名稱] 惟元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七號八樓之一 

[廠商電話] 02-2597868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496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14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9302-02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假病人 10 具及 CPR 安妮 2 具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第一次招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10 月 09 日 16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10 月 14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10.31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09 月 23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09 月 23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有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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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索請來電詢問郵資)。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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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案號] 9210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1203-G-92-0123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設備更新、頻寬管理器與無線認證伺服器及集中備份專案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7-786-1957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9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 年 10 月 13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28 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79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533366 

[廠商名稱] 漢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新店巿寶橋路二三五巷一三五號六樓 

[廠商電話] 07-552519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79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菱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28 日 

[附加說明]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10302-01 [機關代碼] 3.10.90.76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１５１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設備更新、頻寬管理器與無線認證伺服器及集中備份專案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4,9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4,900,000 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4,90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 年 10 月 27 日 17 時 00 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 年 10 月 28 日 10 時 30 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2.12.30 前  

[新增日期] 92 年 10 月 09 日 

[更正日期] 92 年 10 月 09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本校保留未來增購之權力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 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三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符合規定之合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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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索請來電詢問郵資)。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請電洽總務組營繕組。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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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