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標公告 

(優先序：期刊 2-1) 

公告日:103/03/26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900 號 

[聯絡人]陳宗來 

[聯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200307  

[標案名稱]圖書館 2014 年外文期刋一批(共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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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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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2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3/14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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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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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5,26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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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25 

[決標公告日期]103/03/26 

[契約編號]A10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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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848,947 元 

本決標金額係以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金額。 

估算方式：依市場訪價再訂定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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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3192 

[得標廠商名稱]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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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3899233  

[決標金額]3,84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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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26－103/04/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圖書館 2014 年外文期刋一批(共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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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848,947 

[底價金額]4,100,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848,947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609268 

[未得標廠商名稱]醫訊圖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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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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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12094 

[未得標廠商名稱]德昇資訊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9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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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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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說明]  

   

3



決標公告 

(優先序：7、8、50-2、51-2、51-5、學務 2)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900 號 

[聯絡人]李先生 

[聯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200420  

[標案名稱]單槍投影機共 35 台及電動螢幕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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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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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09:3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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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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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8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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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9 

[契約編號]A1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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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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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7840 

[得標廠商名稱]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中華三路 253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7- 2015818  

[決標金額]1,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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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103/08/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單槍投影機共 35 台及電動螢幕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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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730,000 

[底價金額]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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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7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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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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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金額]1,8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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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56008 

[未得標廠商名稱]昌昕資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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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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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優先序：45-2)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900 號 

[聯絡人]李先生 

[聯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200395  

[標案名稱]雲端教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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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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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09:3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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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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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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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契約編號]A1020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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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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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8184 

[得標廠商名稱]泰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 南京東路 4 段 130 號 4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781133  

[決標金額]2,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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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雲端教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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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90,000 

[底價金額]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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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29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5136449 

[未得標廠商名稱]麟勝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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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金額]2,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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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76383 

[未得標廠商名稱]聯達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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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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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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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優先序：47-1、47-2、47-4~47-10) 

公告日:103/09/17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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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00385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智慧教室建置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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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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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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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21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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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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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4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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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決標公告日期]103/09/17 

[契約編號]A102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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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2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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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97446128 

[得標廠商名稱]松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 忠孝西路 1 段 50 號 1 樓、5 樓、11 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 23813398  

[決標金額]2,2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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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103/09/2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智慧教室建置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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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49,800 

[底價金額]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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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249,8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891396 

[未得標廠商名稱]淞鉞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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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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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說明]由本校會計室及秘書室派員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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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優先序：1、3、4、5、6、32、33、45-1、 

48-1、48-5、48-7、48-8、50-1、51-1) 

公告日:103/08/06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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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00329  

[標案名稱]103 年文藻外語大學資訊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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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告更正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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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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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 09:00 

[原公告日期]103/07/17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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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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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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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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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3/08/06 

[契約編號]A10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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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9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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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2753 

[得標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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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384932  

[決標金額]5,9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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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103/09/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103 年文藻外語大學資訊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5,984,000 

[底價金額]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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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5,98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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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代碼]54611605 

[未得標廠商名稱]助連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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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標價金額]6,28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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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說明]一、本案會計室為主(會)計單位及秘書室為監察單位均派員監辦。 

二、本案原開標日期為 103 年 7 月 23 日上午 9:00 開標，但適逢麥德姆颱

風襲台停止上班， 

故開標時間調整為 103 年 7 月 25 日上午 9:00 開標。 

三、經雙方同意將履約期限調整至 103 年 9 月 12 日前完成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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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優先序：22、24、25、29、30、49-1~49-5、

51-6、物品 1~4、學務 22) 

公告日:103/07/23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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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00534  

[標案名稱]視聽設備一批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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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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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開標時間]103/07/22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7/11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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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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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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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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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 

[決標公告日期]103/07/23 

[契約編號]A102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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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9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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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7840 

[得標廠商名稱]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中華三路 253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7- 2015818  

[決標金額]1,9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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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1－103/10/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聽設備一批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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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905,000 

[底價金額]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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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90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768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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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茂龍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97159429 

[未得標廠商名稱]丞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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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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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優先序：48-2、48-3、48-6、圖書自動化 1) 

公告日:103/07/22 

[機關代碼]3.10.90.88 

[機關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單位名稱]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900 號 

[聯絡人]閔永樂 

[聯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35 

[傳真號碼]07-3473096 

[標案案號]A10200545  

[標案名稱]103 年圖書館多元閱讀暨合作學習空間設施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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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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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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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09:00 

[原公告日期]103/07/10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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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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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39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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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決標公告日期]103/07/22 

[契約編號]A10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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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859,020 元 

本決標金額係以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金額。 

估算方式：以比例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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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10244259 

[得標廠商名稱]潤億企業行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4 高雄市仁武區 仁雄路 98 之 3 號 5 樓  

[得標廠商電話]07- 3742915  

[決標金額]3,85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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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103/08/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103 年圖書館多元閱讀暨合作學習空間設施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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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億企業行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859,020 

[底價金額]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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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859,02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77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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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喬璞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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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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