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印時間： 112/02/08 13:43:06

決標公告
公告⽇:1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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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祈翔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2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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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教學軟體三年全校授權版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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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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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1 16:00

[原公告⽇期]110/12/15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4,99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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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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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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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4,99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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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6,9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三⺠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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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臺北市 信義區 信義路5段7號37樓

[廠商電話] (02) 27278077

[決標⾦額] 4,7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0/12/21 - 1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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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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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教學軟體三年全校授權版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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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000元

[決標⾦額] 4,760,000元

[底價⾦額] 4,575,000元

[標比] 104.04%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4,7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0/12/21

[決標公告⽇期]110/12/28

[契約編號]A11000180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4,575,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超底價決標核准文號]原底價核定⼈(本校校⻑)

[總決標⾦額] 4,7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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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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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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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2:05:41

決標公告
公告⽇:1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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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3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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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資訊電腦整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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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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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1 15:00

[原公告⽇期]111/07/13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3,84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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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2.3.4.5.6.7.8.11.12.13.14.15.16.17.18.19.27.33.41.74.79.82.83.95.自動化1.自動化3.自動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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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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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3,84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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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8,969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全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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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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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建國2路39號

[廠商電話] (07) 2384932

[決標⾦額] 2,771,22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21 - 111/08/31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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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1517124

[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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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資訊電腦整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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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220元

[決標⾦額] 2,771,220元

[底價⾦額] 3,710,000元

[標比] 74.7%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2,771,22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3,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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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1

[決標公告⽇期]111/08/02

[契約編號]A11000370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3,71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771,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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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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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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2:41:26

決標公告
公告⽇:1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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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3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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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及擴⾳機等設備⼀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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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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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12 11:10

[原公告⽇期]111/07/06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689,400元

[採購⾦額級距] 未達公告⾦額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序20.58.59.62.68.70.94.96.學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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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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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68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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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4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南部地區－全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場] 否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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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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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雄市 ⼤樹區 中興南路212號1樓

[廠商電話] (07) 5556801

[決標⾦額] 65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12 - 111/08/31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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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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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及擴⾳機等設備⼀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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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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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878元

[決標⾦額] 655,000元

[底價⾦額] 660,000元

[標比⼤於等於99%之理由] 廠商減價⾦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 99.24%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65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1/07/12

[決標公告⽇期]111/07/14

[契約編號]A11000446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66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6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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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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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50:33

決標公告
公告⽇:11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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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文藻外語⼤學

[機關地址] 807⾼雄市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3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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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室資訊講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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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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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30 09:30

[原公告⽇期]111/06/17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4,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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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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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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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4,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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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南部地區－全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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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雄市 ⼤樹區 中興南路212號1樓

[廠商電話] (07) 5556801

[決標⾦額] 4,46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6/30 - 111/08/31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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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69852341

[廠商名稱]城域科技系統整合企業社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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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室資訊講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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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4,000元

[決標⾦額] 4,464,000元

[底價⾦額] 4,500,000元

[標比⼤於等於99%之理由] 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 99.2%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4,464,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城域科技系統整合企業社

[是否合格] 否

[標價⾦額] 4,533,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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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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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額] 4,60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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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30

[決標公告⽇期]111/08/03

[契約編號]A11000376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4,50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4,4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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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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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57:09

決標公告
公告⽇:11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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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文藻外語⼤學

[機關地址] 807⾼雄市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祈翔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2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13

[招標⽅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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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傳播藝術系教學及拍片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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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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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1 13:10

[原公告⽇期]111/07/13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766,850元

[採購⾦額級距] 未達公告⾦額

[辦理⽅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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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序45.46.47.48.49.50.51.52.53.54.55.56.84.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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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766,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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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85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三⺠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場] 否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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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79233

[廠商名稱]淮鈺文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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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勝路76號2樓

[廠商電話] (07) 5885232

[決標⾦額] 7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21 - 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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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拍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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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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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鈺文教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 735,000元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748,600元

[決標⾦額] 735,000元

[底價⾦額] 740,000元

[標比⼤於等於99%之理由] 廠商減價⾦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 99.32%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73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1/07/21

[決標公告⽇期]111/08/03

[契約編號]A11000413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74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7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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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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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08:29

決標公告
公告⽇:11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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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地址] 807⾼雄市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3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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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房設備器材⼀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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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4 運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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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02 14:00

[原公告⽇期]111/05/23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643,000元

[採購⾦額級距] 未達公告⾦額

[辦理⽅式] 補助

(序63.6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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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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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6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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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南部地區－全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場] 否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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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8247

[廠商名稱]台灣捷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 804 ⾼雄市 ⿎⼭區 博愛⼀路532號1樓

[廠商電話] (07) 5577981

[決標⾦額] 6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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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6/03 - 11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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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66095

[廠商名稱]傑恩運動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66562375

[廠商名稱]立展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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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房設備器材⼀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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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台灣捷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630,000元

[決標⾦額] 600,000元

[底價⾦額] 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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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6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傑恩運動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6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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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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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立展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否

[標價⾦額] 63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1/06/02

[決標公告⽇期]111/06/13

[契約編號]A11000375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60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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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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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3:51:54

決標公告
公告⽇:11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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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1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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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基地孵蛋計畫-拍片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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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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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30 10:00

[原公告⽇期]111/06/23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1,75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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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73.物品34.物品35.物品3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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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1,75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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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92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南部地區－全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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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79233

[廠商名稱]淮鈺文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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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勝路76號2樓

[廠商電話] (07) 5885232

[決標⾦額] 1,68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6/30 - 111/08/31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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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4687888

[廠商名稱]新鎂數位光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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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基地孵蛋計畫-拍片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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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鈺文教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1,682,000元

[決標⾦額] 1,682,000元

[底價⾦額] 1,695,000元

[標比⼤於等於99%之理由] 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 99.23%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314,000元

[原產地國別2]⽇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2] 1,368,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新鎂數位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否

[標價⾦額] 1,296,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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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30

[決標公告⽇期]111/07/13

[契約編號]A11000441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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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員有無擔任委員] 是 ，是否出席會議： 是

[政風⼈員有無列席會議] 是

[主計⼈員有無擔任委員] 是 ，是否出席會議： 是

[主計⼈員有無列席會議] 是

[底價⾦額] 1,695,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1,6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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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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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55:22

決標公告
公告⽇:11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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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文藻外語⼤學

[機關地址] 807⾼雄市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祈翔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2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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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雲端學園暨同步教學平台儲存空間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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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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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6 14:00

[原公告⽇期]111/06/29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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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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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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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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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全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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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之2

[廠商電話] (07) 3369580

[決標⾦額] 2,8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07 - 111/09/15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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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光纖通道儲存設備2台含服務及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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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00元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2,820,000元

[決標⾦額] 2,820,000元

[底價⾦額] 2,900,000元

[標比] 97.24%

[原產地國別1]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2,82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1/07/06

[決標公告⽇期]111/08/03

[契約編號]A11000438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2,90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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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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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辦

[附加說明]本案由會計室及秘書處派員監辦

44



45



46



列印時間： 112/02/08 11:47:11

決標公告
公告⽇:11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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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校財團法⼈文藻外語⼤學

[機關地址] 807⾼雄市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祈翔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2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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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室教材及雲端電腦教室儲存空間設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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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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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5 13:10

[原公告⽇期]111/06/27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1,8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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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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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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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1,8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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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三⺠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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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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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06 - 111/09/12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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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86058796

[廠商名稱]⾢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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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架式伺服器主機2部含服務及保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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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 1,720,000元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1,770,000元

[決標⾦額] 1,720,000元

[底價⾦額] 1,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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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1,72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1,7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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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5

[決標公告⽇期]111/08/03

[契約編號]A11000434-435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1,7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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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1,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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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會計室及秘書處派員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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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2:37:25

決標公告
公告⽇:11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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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許富南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32

[傳真號碼] (07) 3427604

[電⼦郵件信箱]99487@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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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樓外牆修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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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否

[標的分類] <⼯程類> 5174 地板及牆⾯貼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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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12 11:00

[原公告⽇期]111/07/07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2,8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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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校舍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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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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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2,8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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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南部地區－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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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程] 否

[是否已依照「公共⼯程開⼯要件注意事項」辦理] 是

[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檢核結果]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全部項⽬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

完成」

[本⼯程案是否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例如規劃、設計、監造等）] 否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3243940

[廠商名稱]鼎晉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營造業

[營造業登記證號碼]綜丙C字第C01443-000號

[廠商地址] 807 ⾼雄市 三⺠區 鼎新路33號13樓之1

[廠商電話] (07) 3102861

[決標⾦額] 2,7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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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7/12 - 1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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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樓外牆修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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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晉營造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2,847,453元

[決標⾦額] 2,750,000元

[底價⾦額] 2,760,000元

[標比⼤於等於99%之理由] 廠商減價⾦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 99.64%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2,7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11/07/12

[決標公告⽇期]111/07/18

[契約編號]A11000489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2,76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2,7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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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於投標時，提出投標標價不適⽤招標文

件所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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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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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公共⼯程⽣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應辦理⽣態檢核] 否

1 .維護管理相關⼯程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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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40:40

決標公告
公告⽇:11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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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林連馨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3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89004@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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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教室掃具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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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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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6 13:30

[原公告⽇期]111/08/04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746,000元

[採購⾦額級距] 未達公告⾦額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序 其他4-1.其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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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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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7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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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000元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全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場] 否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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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954

[廠商名稱]寶家家具商⾏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 802 ⾼雄市 苓雅區 福⼈⾥三多１路１５１巷２８弄３號１樓

[廠商電話] (07) 7231919

[決標⾦額] 671,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8/16 - 111/10/31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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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99285611

[廠商名稱]昶喆⼯程⾏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4917782

[廠商名稱]富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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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教室掃具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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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家家具商⾏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671,000元

[決標⾦額] 671,000元

[底價⾦額] 700,000元

[標比] 95.86%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671,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昶喆⼯程⾏

[是否合格] 否

[標價⾦額] 7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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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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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額] 579,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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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6

[決標公告⽇期]111/09/05

[契約編號]A11000562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70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6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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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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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35:20

決標公告
公告⽇:1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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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倪⼦強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31

[傳真號碼] (07) 3427604

[電⼦郵件信箱]87002@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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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氣樓⻄側2-3樓普通教室冷氣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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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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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23 09:10

[原公告⽇期]111/08/18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3,5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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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其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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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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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3,5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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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0,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全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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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6032

[廠商名稱]興旺⼯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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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熱河⼆街6號1樓

[廠商電話] (07) 3215275

[決標⾦額] 3,22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9/06 - 111/10/21 (預估)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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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7155339

[廠商名稱]有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67710607

[廠商名稱]聯電企業⾏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正氣樓⻄側2-3樓普通教室冷氣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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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旺⼯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3,220,000元

[決標⾦額] 3,220,000元

[底價⾦額] 3,375,000元

[標比] 95.41%

[原產地國別1]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3,22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有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3,286,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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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企業⾏

[是否合格] 否

[標價⾦額] 3,1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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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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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05

[決標公告⽇期]111/10/11

[契約編號]A11000549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3,375,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3,2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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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本校會計室及秘書處派員監辦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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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2/08 11:16:32

決標公告
公告⽇:1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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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區 ⺠族⼀路900號

[聯絡⼈]⽅祈翔

[聯絡電話] (07) 3426031 #2512

[傳真號碼] (07) 3473096

[電⼦郵件信箱]99189@mail.wzu.edu.tw

[標案案號]A110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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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圖書館2022外文期刊⼀批(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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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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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2 10:00

[原公告⽇期]110/12/28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 1,2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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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期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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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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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額是否公開] 是

[預算⾦額] 1,2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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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000元

[履約地點]⾼雄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雄市－三⺠區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 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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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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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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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東路3段248號8樓之3

[廠商電話] (02) 27751596 # 164

[決標⾦額] 882,398元

[得標廠商國別]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否為中⼩企業] 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 0元

[履約起迄⽇期]111/01/12 - 1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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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 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2312617

[廠商名稱]鳳聲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97390572

[廠商名稱]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4]

[廠商代碼]18583409

[廠商名稱]文教科學圖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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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圖書館2022外文期刊⼀批(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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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 882,398元

[決標⾦額] 882,398元

[底價⾦額] 1,030,000元

[標比] 85.67%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 882,398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鳳聲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1,024,0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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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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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1,148,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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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科學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額] 1,104,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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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2

[決標公告⽇期]111/01/26

[契約編號]A11000214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 否

[底價⾦額] 1,030,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額] 882,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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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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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辦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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