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108/1/19 14:3:9 

序(1~13.15~22)(66)(學務 9)(自動化 1~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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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配詩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6088@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60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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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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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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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6/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5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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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5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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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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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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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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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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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3549 

[廠商名稱]俊耀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23534251 

[廠商名稱]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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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鵬鈞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639,400元 

[決標金額]11,639,400元 

[底價金額]13,850,000元 

[標比]84.04%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484,100元 

[原產地國別 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2]9,155,300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俊耀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14,21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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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86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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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3 

[決標公告日期]107/07/12 

[契約編號]A1060048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8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1,63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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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9 14:1:12 

序(14、25、29、30、32、3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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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配詩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6088@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6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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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大樓普通教室教學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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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2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6/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2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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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2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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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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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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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7840 

[廠商名稱]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 文川路 439號 3樓  

[廠商電話]07- 359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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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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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2－1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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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13688 

[廠商名稱]丞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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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大樓普通教室教學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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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998,400元 

[決標金額]3,800,000元 

[底價金額]3,850,000元 

[標比]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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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4,099,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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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功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4,181,000元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0 

[契約編號]A1060046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8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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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2 13:40:31  

序(23~24)(26~27)(48~49)(53~57)(學務 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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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聯絡人]呂配詩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6088@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6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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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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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視聽音響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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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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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14:30 

[原公告日期]107/07/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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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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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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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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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3007955 

[廠商名稱]雋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 中興里公益路 132 號 3 樓  

[廠商電話]04- 23828857  

[決標金額]1,2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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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107/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3237840 

[廠商名稱]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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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視聽音響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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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雋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19,900 元 

[決標金額]1,219,900 元 

[底價金額]1,315,000 元 

[標比]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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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19,9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誠宣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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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7/08/03 

[契約編號]A106004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1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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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9 13:58:40 

序(34、35、6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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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聯絡人]呂配詩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 2513 

[傳真號碼]07-3473096 

[電子郵件信箱]96088@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6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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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網路交換器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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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2 11:00 

[原公告日期]107/07/0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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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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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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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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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86981072 

[廠商名稱]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 明華一路 350號 7樓之 1  

[廠商電話]07- 5585008  

[決標金額]1,2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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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2－107/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網路交換器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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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9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47,000元 

[決標金額]1,247,000元 

[底價金額]1,305,000元 

[標比]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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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47,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7/07/20 

[契約編號]A1060044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0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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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9 13:55:54 

序(3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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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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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60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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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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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製作軟體授權(教育版授權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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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24 15:00 

[原公告日期]107/07/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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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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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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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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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5149845 

[廠商名稱]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 民族東路 686號  

[廠商電話]02- 27122435  

[決標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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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5－110/08/14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數位媒體製作軟體授權(教育版授權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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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智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40,000元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5,400,000元 

[標比]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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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5,5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7/08/09 

[契約編號]A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4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超底價決標核准文號]周守民 

[總決標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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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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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9 14:4:56 

序(6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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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營繕組 

[機關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聯絡人]林燕興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 2534 

[傳真號碼]07-3427604 

[電子郵件信箱]99196@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0600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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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堂彩色 LED顯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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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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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30 09:30 

[原公告日期]107/08/1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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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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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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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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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28619270 

[廠商名稱]台積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11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路 175號 10樓  

[廠商電話]07- 3537612  

[決標金額]2,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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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30－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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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6596 

[廠商名稱]鋒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28282830 

[廠商名稱]得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4] 

[廠商代碼]53474168 

[廠商名稱]台灣節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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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堂彩色 LED顯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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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2,100,000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00,000元 

[決標金額]2,100,000元 

[底價金額]2,650,000元 

[標比]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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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100,000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鋒丞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4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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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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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得標廠商]台灣節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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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30 

[決標公告日期]107/09/12 

[契約編號]A1060046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6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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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是  

[漲跌幅調整幅度]依特定個別項目指數 0 

[漲跌幅調整幅度]依特定中分類項目指數 0 

[漲跌幅調整幅度]依總指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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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9 14:6:35 

序(68、6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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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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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0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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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虛擬主機系統及中階儲存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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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6 10:00 

[原公告日期]107/11/0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98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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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98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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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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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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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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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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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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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9－107/12/15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 1品項] 

[品項名稱]文藻外語大學虛擬主機系統及中階儲存設備採購案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邑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979,000元 

[決標金額]4,800,000元 

[底價金額]4,8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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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7/11/16 

[決標公告日期]107/11/19 

[契約編號]A1070013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8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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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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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9 13:46:0  

(外文期刊 序 2-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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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6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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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2018 年外文期刊(共 137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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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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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3 10:00 

[原公告日期]107/01/1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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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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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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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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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52312617 

[廠商名稱]鳳聲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重慶南路 1 段 121 號 8 樓之 8  

[廠商電話]02- 23899233  

[決標金額]1,84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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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4－107/04/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23472516 

[廠商名稱]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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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2018 年外文期刊(共 137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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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鳳聲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844,848 元 

[決標金額]1,844,848 元 

[底價金額]2,020,000 元 

[標比]91.33%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844,848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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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3 

[決標公告日期]107/01/30 

[契約編號]A1060024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否 

[不公開理由]符合本法第 104 條第 01 項第 02 款之採購，不公開 

[總決標金額]1,84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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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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