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年整體獎補助經費公開招標資料簡列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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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 底價 決標金額 得標廠商 合約編號 

1 97.03.06 第一次 9702302-02 圖書館 網路教學平台軟體及整合一式  1,500,000  1,350,000  1,458,000 大塚 1203-G-97-0016 

2 97.04.22 第二次 9703302-02 醫技系 離子加速器及控制系統一套  1,200,000  1,090,000  1,160,000 志聖 1203-G-97-0031 

3 97.06.19 第四次 9703302-03 資管系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3,236,000  2,800,000  2,788,000 興耀 1203-G-97-0057 

4 97.10.22 第三次 9709302-02 圖書館 2009西文期刊200種  6,630,000  6,111,000  6,510,000 百合 1203-G-97-0166 

合           計     11,916,000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2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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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4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網路教學平台軟體及整合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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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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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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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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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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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3月 05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3月 06日 10時 3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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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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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09000000E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09000000E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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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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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2月 19日 
[公告日期]200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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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2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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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16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網路教學平台軟體及整合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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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3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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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2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7年 03月 0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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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7年 03月 06日 至 民國 97年 04月 25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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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59675 
[未得標廠商名稱 1]易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標合格與否]合格 
[未得標原因]2【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8052112 
[未得標廠商名稱 2]威爾學習科技有限公司 
[審標合格與否]合格 
[未得標原因]2【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標】 
[登錄日期]民國 97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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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2月 1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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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醫技系離子加速及控制系統一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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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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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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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04月 08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4月 09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營繕組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一個月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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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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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09000000E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09000000E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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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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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3月 25日 
[公告日期]200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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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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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技系離子加速及控制系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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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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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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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3月 25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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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398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醫技系離子加速及控制系統一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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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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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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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4月 21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4月 22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總務處營繕組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一個月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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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金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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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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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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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4月 09日 
[公告日期]20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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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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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3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醫技系離子加速及控制系統一套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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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09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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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4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7年 0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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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18057 
[廠商名稱]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林口鄉工二工業區工八路二–一號 
[廠商電話] 02-77089100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7年 04月 22日 至 民國 97年 05月 30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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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日期]民國 9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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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4月 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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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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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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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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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04月 07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4月 08日 10時 3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內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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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09000000E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09000000E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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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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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3月 20日 
[公告日期]20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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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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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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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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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3月 20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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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404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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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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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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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04月 21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4月 22日 11時 0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內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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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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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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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4月 09日 
[公告日期]20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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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3  
[無法決標序號]02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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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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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4月 9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3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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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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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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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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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05月 29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5月 30日 10時 3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內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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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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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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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刪除部分規定，維持原案號重新上網 14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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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5月 15日 
[公告日期]20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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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3  
[無法決標序號]03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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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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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5月 15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3302-03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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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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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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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2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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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6月 18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06月 19日 11時 00分 
[開標地點]本校總務處營繕組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高雄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決標簽約後二個月內  
[財物採購性質] 01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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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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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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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刪除部分規定，維持原案號重新上網 14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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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6月 10日 08:55] 
1>刪掉規格中部份規定  
2>投標截止日原訂 6/12(四)17:00延至 6/18(三)17:00  
3>開標日期原訂 6/13(五)11:00 延至 6/19(四)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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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6月 02日 
[更正日期] 97年 06月 10日 
[公告日期]20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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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3302-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4 
[契約編號] 1203-G-97-0057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E610電腦教室電腦設備一式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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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2,8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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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06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7年 06月 1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78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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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481 
[廠商名稱] 興耀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智昌街二九八號 
[廠商電話] 07-345-2541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7年 06月 19日 至 民國 97年 08月 20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2,78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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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1958 
[未得標廠商名稱 1]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標合格與否]合格 
[未得標原因]2【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標】 
[標價金額]2,8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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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標合格與否]不合格 
[未得標原因]6【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登錄日期]民國 97年 6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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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6月 2日 
[招標最後更正日期]民國 97年 6月 10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9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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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8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6,6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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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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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63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算金額不公告理由] 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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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09月 29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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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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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09000000E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09000000E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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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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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9月 12日 
[公告日期]200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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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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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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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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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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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9月 12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9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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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營繕組 
[工程計畫編號] 4298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6,6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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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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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63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算金額不公告理由] 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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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7年 10月 13日 12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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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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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0900000E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0900000E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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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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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09月 30日 
[公告日期]2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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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2-02  
[無法決標序號]02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2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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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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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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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9月 30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709302-02 [機關代碼]10.1.1.85.50.2.8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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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8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6,6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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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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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63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算金額不公告理由] 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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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10月 2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7年 10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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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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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或補助]補助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之上級機關代碼]3.9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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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5號、電話：02-7736-5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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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7年 10月 14日 
[公告日期]20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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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2-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3 
[契約編號] 1203-G-97-0166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2009西文期刊 200種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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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6-1957 
[預算金額]新台幣 6,63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6,111,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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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之說明]1【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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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10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7年 10月 22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6,5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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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69-5096 
[履約起迄日期] 民國 98年 01月 01日 至 民國 98年 12月 31日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6,5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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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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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10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