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期刊期刊期刊期刊))))    

公告日:103/12/17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賈適存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3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A10300172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圖書館 2015 年外文期刊採購案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64646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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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3/12/16 14: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3/12/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WTOWTOWTO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GPA)](GPA)](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ANZTEC)](ANZTEC)](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ASTEP)](ASTEP)](ASTEP)]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本案採購契約本案採購契約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6,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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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3/12/16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3/12/17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A10300172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5,0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4,581,873 元 

本決標金額係以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 

估算方式：依市場訪價再制訂底價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是是是否依採購法第否依採購法第否依採購法第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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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0773192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重慶南路 1 段 121 號 4 樓之 4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2- 23899233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4,581,8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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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3/12/16－103/12/30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圖書館 2015 年外文期刊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4,581,873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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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1]4,581,873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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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55555555、、、、56565656、、、、57575757))))    

公告日:104/06/29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方祈翔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3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A10300426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虛擬主機擴充設備採購案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64646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111060606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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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4/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4/06/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WTOWTOWTO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GPA)](GPA)](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ANZTEC)](ANZTEC)](ANZTEC)]否 

[[[[是否適是否適是否適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ASTEP)](ASTEP)](ASTEP)]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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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3,213,7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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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4/06/24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4/06/29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A10300426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67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8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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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86058796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 海邊路 29 號 28 樓之 2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3369580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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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4/06/24－104/07/31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虛擬主機擴充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80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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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1]2,8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80364489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京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3,128,000 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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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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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30303030))))    

公告日:104/06/10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賈適存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A10300419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教室紅外線無線麥克風系統設備採購案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64646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4/06/03 11: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4/05/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WTOWTOWTO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GPA)](GPA)](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ANZTEC)]ANZTEC)]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ASTEP)](ASTEP)](ASTEP)]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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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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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1,7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4/06/03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4/06/10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A10300419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訂有底價訂有底價訂有底價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4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1,400,5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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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12751006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松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明誠二路 332 號 4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5580746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40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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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4/06/03－104/07/17 (預估)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文藻外語大學教室紅外線無線麥克風系統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松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1,400,5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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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原產地國別得標金原產地國別得標金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額額額 1]1]1]1]1,400,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19455183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弘旭視音企業行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59113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阿凡達企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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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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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26262626、、、、27272727、、、、54545454))))    

公告日:104/08/05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賈適存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A10300484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校內授權軟體採購案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64646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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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4/07/28 10: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4/07/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WTOWTOWTO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GPA)](GPA)](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ANZTEC)](ANZTEC)](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ASTEP)](ASTEP)](ASTEP)]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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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3,197,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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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4/07/28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4/08/05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A10300484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7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2,9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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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16088678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得得得標廠商地址標廠商地址標廠商地址標廠商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 縣民大道 2 段 68 號 6 樓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3983777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9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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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4/07/28－104/08/26 (預估)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文藻外語大學校內授權軟體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大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18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2,90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2,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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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1]2,9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5183076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欣尚影音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3,039,680 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5149845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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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履約執行機關代履約執行機關代履約執行機關代碼碼碼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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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優先序：：：：1111、、、、2222、、、、3333、、、、4444、、、、6666、、、、58585858、、、、59595959、、、、77777777、、、、學務學務學務學務 7777))))    

公告日:104/07/16 

[[[[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方祈翔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3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標案案號]]]]A10300400  

[[[[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標案名稱]]]]104 年文藻外語大學桌上型電腦採購案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646464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10610610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款辦理]]]]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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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開標時間]]]]104/07/02 14:00 

[[[[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原公告日期]]]]104/06/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是否適用WTOWTOWTOWTO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協定(GPA)](GPA)](GPA)](GPA)]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ANZTEC)](ANZTEC)](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ASTEP)](ASTEP)](ASTEP)]否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履約地點((((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含地區)])])])]高雄市－三民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歸屬計畫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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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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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預算金額]]]]4,825,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決標日期]]]]104/07/02 

[[[[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決標公告日期]]]]104/07/16 

[[[[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契約編號]]]]A10300400 

[[[[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4,405,000 元 

[[[[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總決標金額]]]]4,5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是否依採購法第 585858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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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得標廠商代碼]]]]28282753 

[[[[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得標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 2 路 39 號  

[[[[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得標廠商電話]]]]07- 2384932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4,5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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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履約起迄日期]]]]104/07/02－104/08/31  

[[[[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品項名稱:1]:1]:1]:1]104 年文藻外語大學桌上型電腦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得標廠商:1]:1]:1]:1]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預估需求數量]]]]183 

[[[[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決標金額]]]]4,560,000 

[[[[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底價金額]]]]4,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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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1]4,56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28309325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未得標廠商代碼]]]]54611605 

[[[[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未得標廠商名稱]]]]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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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標價金額]]]]4,714,755 元 

[[[[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8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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