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ckit90001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算中心購置電子郵件伺服器 
[標的分類] 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WTO政府採購協定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秦復興 
[電話] 04-7224676-1508 
[傳真] 04-7256302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0年 05月 18日 17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0年 05月 23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行政大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彰化縣  
[履約期限] 決標後 45天內  
[新增日期] 90年 05月 02日 
[更正日期] 90年 05月 02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具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原廠代理證明或經銷證明、未受
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
標：附回郵大信封貼足 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至出納組繳納。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金額度]：以投標金額百分之五計算，開標現場繳納。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案號] ckit90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ckit90001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算中心購置電子郵件伺服器 
[標的分類] 359【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秦復興 
[電話]04-7224676-1508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1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951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0年 05月 0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0年 05月 23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822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4900379 
[廠商名稱]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中分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大隆路 20號八樓之一 
[廠商電話] 04-326794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822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 90年 5月 23日 
[附加說明]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0002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圖書館採購九十年度中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祖秦復興 
[電話] 04-7224676-1510 
[傳真] 04-7256302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0年 09月 20日 17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0年 09月 25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彰化縣  
[履約期限] 決標後一個月內  
[新增日期] 90年 09月 05日 
[更正日期] 90年 09月 0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總務處事務祖 
[押標金額度] 投標總金額佰分之五計算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具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
最近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
標：附回郵大信封貼足 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至出納組繳納。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案號] 90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0002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圖書館採購九十年度中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祖秦復興 
[電話]04-7224676-151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77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43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0年 09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0年 09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5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97330718 
[廠商名稱] 長毅文化事業有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市三民路一段 70號 
[廠商電話] 04-2371452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58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 90年 10月 3日 
[附加說明] 
按政府採購法第 53條第二項規定,以不超過底價百分之八決標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CKIT90003 [機關代碼] 3.10.91.20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外語科購置語言教學設備 
[標的分類] 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條約或協定之名稱]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秦復興 
[電話] 04-7224676-1510 
[傳真] 04-7256302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0年 09月 20日 17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0年 09月 25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彰化縣  
[履約期限] 決標日起 30天內  
[新增日期] 90年 09月 05日 
[更正日期] 90年 09月 0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總務處事務組 
[押標金額度] 投標總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資本額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具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須包含
視聽電化設備及語言電化教學設備)、公司執照(所營事業須包含視聽電化設備及語
言電化教學設備)、未受主管機關限制不得投標廠商、公司完稅證明。大型會議室、
視聽教室、語言教室等電化設備實績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現場領標：上班時間親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通信領
標：附回郵大信封貼足 50元郵資，信封外註明購案編號及名稱。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新台幣貳佰元整,至出納組繳納。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財物採購性質]：購置  
[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其它]：餘詳投標須知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28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建國技術學院 
[招標機關地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一號 
[案號] CKIT90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CKIT90003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外語科購置語言教學設備 
[標的分類] 359【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事務組秦復興 
[電話]04-7224676-1510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23588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3951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0年 09月 0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0年 09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2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114394 
[廠商名稱] 芸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402巷 2-1號 
[廠商電話] 07-55661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2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 90年 10月 3日 
[附加說明] 
經校長同意以不超過底價百分之八決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