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107/2/9 14:16:52  

(序 1~19、22、73~75、78、圖書館自動化:1、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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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50038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核准人職稱姓名]約僱人員方祈翔 

[更改人職稱姓名]約僱人員方祈翔 

[核准日期]106/07/05 

[核准文號]A105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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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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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6/06/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030,4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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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030,4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9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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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8282753 

[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 2 路 39 號  

[廠商電話]07- 2384932  

[決標金額]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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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7－106/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0197080 

[廠商名稱]華資科研統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54611605 

[廠商名稱]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3,800,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828,290 元 

[決標金額]3,800,000 元 

[底價金額]3,800,0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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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8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華資科研統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993,29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952,29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6 

[契約編號]A1050038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8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8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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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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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7/2/9 14:3:50  

(序 23、43、7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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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500377-43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單槍投影機及電動銀幕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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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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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 09:00 

[原公告日期]106/06/1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4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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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74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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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41301515 

[廠商名稱]鋒燁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新康街３９０號２樓  

[廠商電話]07- 3744028  

[決標金額]1,4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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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106/08/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4611605 

[廠商名稱]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28282753 

[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單槍投影機及電動銀幕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鋒燁企業社 

[決標單價]1,479,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79,000 元 

[決標金額]1,479,000 元 

[底價金額]1,620,000 元 

[標比]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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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79,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22,6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87,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1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6 

[契約編號]A10500377-43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6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79,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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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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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7/2/9 14:49:32  

(序 40、4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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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50041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數位系 3D 動畫及虛擬實境教室建置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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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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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7 14:00 

[原公告日期]106/08/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18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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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18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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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8282753 

[廠商名稱]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 2 路 39 號  

[廠商電話]07- 2384932  

[決標金額]3,0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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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6/08/17－106/09/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4610319 

[廠商名稱]綜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數位系 3D 動畫及虛擬實境教室建置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3,030,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120,000 元 

[決標金額]3,030,000 元 

[底價金額]3,000,000 元 

[標比]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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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3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綜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2,853,6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8/17 

[決標公告日期]106/09/04 

[契約編號]A105004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0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超底價決標核准文號]原底價授權人員 

[總決標金額]3,03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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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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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7/2/9 14:6:4  

(序 67、6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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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定原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2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88021@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500386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機架式主機及虛擬化系統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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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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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 10:30 

[原公告日期]106/06/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118,771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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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118,771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11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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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6058796 

[廠商名稱]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 海邊路 29 號 28 樓之 2  

[廠商電話]07- 3369580  

[決標金額]1,7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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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106/08/31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0364489 

[廠商名稱]京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53618192 

[廠商名稱]昊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機架式主機及虛擬化系統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1,758,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58,000 元 

[決標金額]1,758,000 元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標比]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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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58,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京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3,58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昊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1,9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1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4 

[契約編號]A1050038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8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58,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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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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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7/2/9 14:5:13  

(序 69、7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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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500387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文藻外語大學資料儲存設備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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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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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 10:00 

[原公告日期]106/06/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87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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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87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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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6058796 

[廠商名稱]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 海邊路 29 號 28 樓之 2  

[廠商電話]07- 3369580  

[決標金額]3,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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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21－106/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80364489 

[廠商名稱]京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53618192 

[廠商名稱]昊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資料儲存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3,310,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310,000 元 

[決標金額]3,310,000 元 

[底價金額]3,620,000 元 

[標比]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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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310,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京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1,80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昊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3,830,000 元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6/06/21 

[決標公告日期]106/07/06 

[契約編號]A1050038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6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1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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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

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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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

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