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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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儀器專帳 95.06.30 95.07.18 第一次 9507302-01 護理系科 多功能分娩假病人一具   1,150,000   1,150,000 群鈺科學 1203-G-95-0058 

2 95 儀器專帳 95.06.30 95.07.18 第一次 9507302-02 資管系 
資管系 2D3D 動畫製作軟體 50 人

授權版 

 1,050,000
1,080,000 

  1,080,000 大塚資訊 1203-G-95-0059 

3 95 儀器專帳 95.08.04 95.08.21 第一次 9508302-01
應化系 

保營系 
實驗桌設備 

 1,120,000
1,160,000 

  1,160,000 川富科技 1203-G-95-0089 

4 95 儀器專帳 95.09.12 95.09.25 第一次 9509302-01 護理系科 臨床模擬生理假人系統一套 
 3,400,000

3,450,000 
  3,450,000 群鈺科學 1203-G-95-0117 

5 95 儀器專帳 95.09.26 95.10.12 第一次 9509302-02 護理系科 多功能假病人及男性導尿模型 
 1,000,000

1,004,000 
  1,004,000 群鈺科學 1203-G-95-0128 

6 95 儀器專帳 
95.09.29
95.10.20

95.09.29 
95.10.31 

第一次 
第二次 

9510302-01 圖書館 2007西文期刊 259種   7,500,000   7,370,000 百合圖書 1203-G-95-0139 

7 95 儀器專帳 
95.11.10
95.11.29

95.11.24 
95.12.11 

第一次 
第二次 

9511302-03 職安系 職安系通風實習模場 
 900,000

950,000 
   950,000 昇儀 1203-G-95-0159 

8 95 儀器專帳 95.11.29 95.12.13 第一次 9511302-05 保營系 
保營細調理台、瓦斯爐灶、油煙

照各 10套 
   900,000    890,000 芳成 1203-G-95-0161 

合           計    17,054,000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07302-01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工程計畫編號] 3427-1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分娩假病人一具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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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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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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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7月 17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7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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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  
[新增日期] 95年 06月 27日 
[更正日期] 95年 06月 2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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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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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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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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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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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6-30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07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058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分娩假病人一具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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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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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06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07月 1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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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3055 
[廠商名稱]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二六號一二樓之八 
[廠商電話] 02-2563-563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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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99298783[未得標廠商名稱 1]昊德行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4951518[未得標廠商名稱 2]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7月 19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6月 27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07302-02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工程計畫編號] 343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資管系 2D3D動畫製作軟體 50人授權版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161,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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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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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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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161,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7月 17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7月 18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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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  
[新增日期] 95年 06月 28日 
[更正日期] 95年 06月 28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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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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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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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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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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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6-30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07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059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資管系 2D3D動畫製作軟體 50人授權版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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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0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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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06月 3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07月 1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0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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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8678 
[廠商名稱] 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段二八五號十九樓 
[廠商電話] 07-338-8080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0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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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6721392[未得標廠商名稱 1]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3187669[未得標廠商名稱 2]蘋果科技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7月 19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6月 28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08302-01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406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實驗桌設備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19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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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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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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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19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8月 18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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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天  
[新增日期] 95年 07月 31日 
[更正日期] 95年 07月 31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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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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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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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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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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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8-04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08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089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實驗桌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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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1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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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08月 0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08月 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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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6436 
[廠商名稱] 川富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東路六八七號七樓 
[廠商電話] 02-2600-1761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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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01634360[未得標廠商名稱 1]喬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618245[未得標廠商名稱 2]遠東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8月 21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7月 31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09302-01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473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臨床模擬生理假人系統ㄧ套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5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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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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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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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5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9月 25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9月 26日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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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5.11.30前  
[新增日期] 95年 09月 05日 
[更正日期] 95年 09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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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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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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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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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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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9-12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09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11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臨床模擬生理假人系統ㄧ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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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3,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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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09月 1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09月 2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3,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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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3055 
[廠商名稱]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二六號一二樓之八 
[廠商電話] 02-2563-563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3,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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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3590696[未得標廠商名稱 1]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4951518[未得標廠商名稱 2]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9月 26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9月 5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09302-02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474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假病人及男性導尿模型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074,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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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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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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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07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0月 11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0月 12日 10時 3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95.11.30前  
[新增日期] 95年 09月 25日 
[更正日期] 95年 09月 2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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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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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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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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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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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9-26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09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128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假病人及男性導尿模型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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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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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09月 2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02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0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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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3055 
[廠商名稱]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二六號一二樓之八 
[廠商電話] 02-2563-563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0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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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7322428[未得標廠商名稱 1]元鼎醫學教材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590696[未得標廠商名稱 2]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12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9月 25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10302-01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47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7西文期刊 259種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7,8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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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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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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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7,8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0月 16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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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97.04  
[新增日期] 95年 09月 27日 
[更正日期] 95年 09月 2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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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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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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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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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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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9-29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10302-01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7西文期刊 259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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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一項各款不予開標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16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9月 27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10302-01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47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7西文期刊 259種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7,8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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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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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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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7,8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0月 30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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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97.04  
[新增日期] 95年 10月 16日 
[更正日期] 95年 10月 16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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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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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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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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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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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10-20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10302-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契約編號] 1203-G-95-0139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7西文期刊 259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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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7,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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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10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3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7,3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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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一二五號四樓之三 
[廠商電話] 02-2369509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7,3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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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31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10月 16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11302-03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567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職安系通風實習模場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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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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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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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1月 23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1月 24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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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25前  
[新增日期] 95年 11月 09日 
[更正日期] 95年 11月 09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寮鄉進學路 151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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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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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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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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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11-10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無法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11302-03  
[無法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職安系通風實習模場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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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11月 28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11月 9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11302-03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2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567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職安系通風實習模場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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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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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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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2月 08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2月 11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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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30前  
[新增日期] 95年 11月 28日 
[更正日期] 95年 11月 28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高雄縣寮鄉進學路 151號營繕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金額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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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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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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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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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11-29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11302-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契約編號] 1203-G-95-0159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職安系通風實習模場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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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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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11月 2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12月 1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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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6000 
[廠商名稱] 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建八路二號七樓之三 
[廠商電話] 07-558-6310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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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12月 11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11月 28日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511302-05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招標單位名稱] 輔英科技大學 
[工程計畫編號] 3549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保營系調理台、瓦斯爐灶、油煙罩各 10套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124,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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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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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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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5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124,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12月 12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12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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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30前  
[新增日期] 95年 11月 28日 
[更正日期] 95年 11月 28日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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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保留後續擴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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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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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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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電話：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部會署-教育部（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2356-5529、傳真：
02-2358-3005） 
＊法務部調查局（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88888） 
＊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信箱：鳳山郵政 60000號信箱、電話：07-74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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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不含郵資)，郵政匯票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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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11-29  



中華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輔英科技大學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招標機關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進學路 151號 
[案號] 9511302-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1203-G-95-016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保營系調理台、瓦斯爐灶、油煙罩各 10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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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5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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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11月 2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12月 13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8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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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8614 
[廠商名稱] 芳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縣仁武鄉鳳仁路二五七號 
[廠商電話] 07-7498800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8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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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7447588[未得標廠商名稱 1]合昌廚房設備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6743706[未得標廠商名稱 2]林永詳企業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3]80952677[未得標廠商名稱 3]鴻強企業社 
[未得標廠商代碼 4]27604783[未得標廠商名稱 4]信安廚具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5]35350208[未得標廠商名稱 5]城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6]13154772[未得標廠商名稱 6]金順鑫不　鋼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12月 13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1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