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標公告 

(優先序:4) 

公告日:102/06/25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ㄧ路 900 號 

[聯絡人]方祈翔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5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100434  

[標案名稱]102 年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筆記型電腦採購案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04 09:30 

[原公告日期]102/05/23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4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2/06/25 

[契約編號]A101004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4,132,000 元 

[總決標金額]3,5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7 

[得標廠商代碼]27703812 

[得標廠商名稱]百泰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重景街 28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5568081  

[決標金額]3,5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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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6/04－102/06/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筆記型電腦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泰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60 

[決標金額]3,520,000 

[底價金額]4,132,0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52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6364385 

[未得標廠商名稱]承翔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828,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8734089 

[未得標廠商名稱]廣香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743,52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7220386 

[未得標廠商名稱]艾恩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59612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綜電腦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70407919 

[未得標廠商名稱]雙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8282753 

[未得標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 102/12/4 16:29:50  

決標公告 

(優先序:1-1、1-4、1-5、1-6、8) 

公告日:102/06/20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單位名稱]文藻外語學院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ㄧ路 900 號 

[聯絡人]閔永樂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35 

[傳真號碼]07-3427604 

[標案案號]MA1020605  

[標案名稱]W002 E112、E212、E312 教學設施更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18 09:00 

[原公告日期]102/06/06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3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18 

[決標公告日期]102/06/20 

[契約編號]MA10206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000,500 元 

[總決標金額]1,9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28597260 

[得標廠商名稱]愛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明福街 13 號 1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980885  

[決標金額]1,9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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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6/20－102/08/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W002 E112、E212、E312 教學設施更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愛新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990,000 

[底價金額]2,000,5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99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4469413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群企業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82,58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9428323 

[未得標廠商名稱]精瑞視聽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42,39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 102/12/4 16:32:35  

決標公告 

(優先序:10-2) 

公告日:102/05/15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ㄧ路 900 號 

[聯絡人]李耀宗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100364  

[標案名稱]Unity 4.x Pro 教育版 28 人版及 Unity 3D 體感互動開發平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2/04/25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317,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07 

[決標公告日期]102/05/15 

[契約編號]A1010036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178,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86721392 

[得標廠商名稱]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 6 段 160 號 11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12917  

[決標金額]1,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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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5/15－102/05/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Unity 4.x Pro 教育版 28 人版及 Unity 3D 體感互動開發平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8 

[決標金額]1,150,000 

[底價金額]1,178,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9137461 

[未得標廠商名稱]冠亭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17,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4274916 

[未得標廠商名稱]熱點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1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 102/12/4 16:40:55  

決標公告 

(優先序:期刊) 

公告日:101/11/01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ㄧ路 900 號 

[聯絡人]陳宗來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100148  

[標案名稱]圖書館 2013 年外文雜誌一批[共 350 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10/31 10:00 

[原公告日期]101/10/19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理由] 

[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高雄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3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10/31 

[決標公告日期]101/11/01 

[契約編號]A1010014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5,290,000 元 

[總決標金額]4,418,531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4 

[得標廠商代碼]89609268 

[得標廠商名稱]醫訊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延吉街 255 之 2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02795  

[決標金額]4,418,531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0/31－102/12/3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圖書館 2013 年外文雜誌一批[共 350 種]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醫訊圖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418,531 

[底價金額]5,29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418,531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0773192 

[未得標廠商名稱]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026,327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33521 

[未得標廠商名稱]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280,866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97390572 

[未得標廠商名稱]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460,86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文藻外語學院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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