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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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儀器專帳 
96.04.19 

96.05.04 

96.05.03 

96.05.18 

第一次 

第二次 
9604302-01 醫學與健康學院 物治系步態壓力收集系統一套     920,000   1,000,000 至心儀器 1203-G-96-0031 

2 96儀器專帳 
96.07.31 

96.08.22 

96.08.21 

96.09.05 

第一次 

第二次 
9608302-02 護理學院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1,320,000 

1,315,000 
 1,430,000 群鈺科學 1203-G-96-0062 

3 96儀器專帳 96.08.24 96.09.11 第一次 9609302-03 人文與管理學院 E4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批   1,245,000   1,250,000 大綜電腦 1203-G-96-0065 

4 96儀器專帳 
96.10.18 

96.11.02 
96.11.15 

第一次 

第二次 
9610302-01 圖書館 2008年西文期刊 249種   7,378,000   7,840,000 百合圖書 1203-G-96-0107 

5 96儀器專帳 96.10.19 96.11.06 第一次 9610302-02 護理學院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1,950,000   1,990,000 群鈺科學 1203-G-96-0097 

6 96儀器專帳 9610.23 96.11.07 第一次 9610302-03 護理學院 D107手術室設備一式   1,200,000   1,240,000 伸能水電 1203-G-96-0098 

7 96儀器專帳 96.10.23 96.11.08 第一次 9610302-04 圖書館 
校園網路核心交換器與無線網路

擴建計畫1批 
  2,450,000   2,398,000 敦陽科技 1203-G-96-0101 

合           計     17,148,000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04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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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治系步態壓力收集系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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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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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5月 03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05月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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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簽約二個月  
[新增日期] 96年 04月 19日 
[更正日期] 96年 0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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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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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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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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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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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治系步態壓力收集系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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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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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5月 4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4月 1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04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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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治系步態壓力收集系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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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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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5月 17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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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簽約二個月  
[新增日期] 96年 05月 04日 
[更正日期] 96年 05月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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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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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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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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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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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3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物治系步態壓力收集系統一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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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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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5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05月 1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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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1156 
[廠商名稱] 至心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六巷一七號三樓 
[廠商電話] 02-25796169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6年 05月 18日 至 民國 96年 07月 18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9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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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5月 18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5月 4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08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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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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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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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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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8月 20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0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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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前  
[新增日期] 96年 07月 31日 
[更正日期]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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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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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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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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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8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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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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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8月 22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7月 31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08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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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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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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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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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9月 04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09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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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前  
[新增日期] 96年 08月 22日 
[更正日期] 96年 08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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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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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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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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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8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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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62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一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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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3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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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8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09月 0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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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635636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6年 09月 05日 至 民國 96年 10月 30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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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9月 5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8月 2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09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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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3801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4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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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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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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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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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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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9月 10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0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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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簽約後 45天  
[新增日期] 96年 08月 24日 
[更正日期] 96年 08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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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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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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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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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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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9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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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65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4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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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2,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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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08月 2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09月 1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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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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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6年 09月 11日 至 民國 96年 10月 30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 164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 1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 1 
[決標金額]新台幣 2,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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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24086[未得標廠商名稱 1]統暉資訊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7661926[未得標廠商名稱 2]晶茂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9月 11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8月 24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1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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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8年西文期刊 249種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8,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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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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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8,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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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0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11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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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12  
[新增日期] 96年 10月 18日 
[更正日期] 96年 10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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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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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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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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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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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西文期刊 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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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標（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繼續辦理採購] 是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2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0月 18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1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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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8年西文期刊 249種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8,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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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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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8,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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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14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1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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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12  
[新增日期] 96年 11月 02日 
[更正日期] 96年 11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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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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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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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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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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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0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8年西文期刊 249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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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7,3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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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0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1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7,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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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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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15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10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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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3904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 1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172,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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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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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預算金額]新台幣 2,172,486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172,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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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05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11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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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20前  
[新增日期] 96年 10月 19日 
[更正日期] 96年 10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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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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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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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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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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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9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系科教學模型 1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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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61957 
[預算金額]新台幣 2,172,486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2,172,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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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0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0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9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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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63563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9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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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98783[未得標廠商名稱 2]昊德行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6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0月 1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1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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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3903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D107 手術室設備 1式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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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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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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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06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11月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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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20前  
[新增日期] 96年 10月 23日 
[更正日期] 96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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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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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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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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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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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98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D107 手術室設備 1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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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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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0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0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2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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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2556 
[廠商名稱] 伸能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縣大寮鄉鳳林三路 373巷 10號 7樓 
[廠商電話] 07-7860298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2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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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60223[未得標廠商名稱 1]久鼎工程行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327909[未得標廠商名稱 2]樺全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7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0月 23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610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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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387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校園網路核心交換器與無線網路擴建計畫 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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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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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優先採購分類項目：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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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861957 
[傳真] 07-786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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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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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1月 07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6年 11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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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20前  
[新增日期] 96年 10月 23日 
[更正日期] 96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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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中央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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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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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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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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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校園網路核心交換器與無線網路擴建計畫 1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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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61957 
[預算金額]新台幣 2,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2,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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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 10月 2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0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3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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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18848 
[廠商名稱] 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八十三號十二樓之一 
[廠商電話] 03-5425566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2,3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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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9612[未得標廠商名稱 1]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96996659[未得標廠商名稱 2]宏聯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1月 8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