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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案由：TAKMING  9201  92年全年西文期刊 187種採購 

二、開標時間：91年 12月 26日  上午 9：30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黃清政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陳玲儀、莊翠蓮、林淑芬 

六、得標廠商：未達開標家數，本日流標 

七、會議內容： 

    主    席：本案於昨日投標截止時間僅一家廠商前來參與投標，

未達至少（含）三家之投標廠商家數標準，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無法開標，宣佈流標。 

    採購組長：今日流標，將再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公告後，

再進行第 2次招標。 

    主   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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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201  92年全年西文期刊 187種採購      

 （第二次招標） 

二、 開標時間：92年 1月 8日  上午 9：30 

三、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五樓會議室 

四、 主    席：黃清政              紀  錄：何文蘭 

五、 列席人員：鄧凱玲代、陳玲儀 

六、 得標廠商：（本日經減價後，因未落入底標，故流標，未有得標

廠商） 

七、 會議內容： 

主    席：首先歡迎美商戴上榮公司前來參加本案投標，接下

來我們請承辦單位採購組接下去進行後續的流程。 

採購組長：這是本案的第二次招標，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本次

招標只要有一家廠商投標，即可開標，所以接下來我們進行審

核資格標的的部分。 

EBSCO公司：有關預付款還款保證金之期限應開立至何時？ 

採購組長：合約期限為一年，原則上於完全無待解決之事項約

有一個月，所以最短期限至少為 13個月，也是提供本校在未收

達刊物時的一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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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公司：這樣，我們將此期限開至 93年 1月 31日。 

採購組長：資格標已審核完畢沒有問題，接下來我們進行開價

格標。 

採購組長：宣佈 EBSCO公司所投標之標價為 us$84850.未落入

底標，請 EBSCO公司進行第一次減價。 

採購組長：宣佈 EBSCO公司第一次減價後之標價為 us$84700，

仍未落入本校底標，請 EBSCO 公司多加油些，讓此案順利發

包。進行第二次減價。 

採購組長：宣佈 EBSCO公司第二次減價後的標價為 us$84600，

很可惜，距離底標仍有些差距，請 EBSCO 公司進行第三次減

價，也是最後一次，請 EBSCO公司把握機會。 

採購組長：宣佈 EBSCO公司第三次減價後標價為無法再減價，

即最低減價為 us$84600，未落入本案底標，很抱歉，今日仍無

法決標。 

主    席：本日因 EBSCO 公司經三次減價後仍未落入本案底

標，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宣佈廢標，請採購組再依規定重新上

網公告，進行第三次招標。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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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201  92年全年西文期刊 187種採購         

 （第三次招標） 

二、 開標時間：92年 1月 22日下午 1：30 

三、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5樓會議室 

四、 主席：黃清政                 紀  錄：何文蘭 

五、 列席人員：陳維華、陳玲儀、莊翠蓮、林淑芬 

六、 得標廠商：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七、 會議內容： 

主    席：歡迎二家廠商前來投標本案，本案為第三次招標，

希望順利進行，接下來請承辦單位接著後續流程。 

採購組長：有關整個開標的流程接列示在左側的白板上，不在

多述，接下來我們開始拆開標封，進行審核資格封。 

採購組長：經過審核二家的資格標及規格標均無問題，接下來

我們進行開價格標。 

採購組長：宣佈二家的標價：EBSCO 公司標價為 us$84499，

百合公司標價為 us$77567，未落入底價，我們請百合公司（最

低價）優先減價一次。 

採購組長：宣佈百合公司優先減價後標價為 us$76642，尚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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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底標，請二家公司分別進行第一次減價。 

採購組長：宣佈第一次減價後二家公司標價：EBSCO公司不再

減價，百合公司標價為 us$76000，很高興有了結果，我們恭禧

百合公司落入本案底標，為本案得標廠商。 

採購組長：很感謝 EBSCO 公司參與，請前來領押標金，百合

公司請留下商談後續簽約事宜，謝謝！ 

主    席：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案由：TAKMING  9202  資管系 D教室電腦設備更新採購 

二、開標時間：92年 01月 24日  下午 1：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黃清政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李涵寧、莊翠蓮、林淑芬、邱錦清、王龍發 

顏榮泉、廖國忠 

六、得標廠商：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李明祥 

七、會議內容： 

    採購組長：首先很歡迎各位廠商前來參加本案投標，所有參與廠

商及後續將進行之流程皆載於左側白板上請參考。接下來我們進行各

位的資格標與規格標之審核，請各位先移駕至隔壁的會客室，若有疑

問我們會請各位過來釐清，謝謝。 

    主席：各位廠商資格標均無問題，規格標部分經審核後共有仕揚

及駿緯公司規格不符，仕揚公司係在廣播系統防竊的規格上不符；駿

緯公司係在 LCD 角度及電源消耗的部份與本校規格不符，為不合格

標，請 2家廠商前來領退押標金，其餘合格廠商接下來進行開價格標。 

    採購組長：宣讀其餘 6 家合格廠商標價為：惠陽公司標價

NT$2,930,000，亞冀公司標價為 NT$2,488,500，合華公司標價為

NT$2,980,000，馳昇公司標價為 NT$2,676,550，艾維公司標價為



NT$2,610,000，神鼎公司標價為 NT$3,192,000；皆未落入本案底標，

我們請最低價的亞冀公司進行優先減價一次。 

    主席：宣佈亞冀公司優先減價後標價為 NT$2,450,000，尚未落入

底標，請 6家公司進行第一次減價。 

    採購組長：宣佈第一次減價後各家標價如下：惠陽、合華、艾維、

神鼎公司均不再減價；亞冀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NT$2,438,000，

馳昇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NT$2,430,000；均未落入底標，請 2

家廠商再進行第 2次減價。 

    採購組長：宣佈第 2 次減價後標價：亞冀公司減價為

NT$2,419,000，馳昇公司減價為 NT$2,418,000，二家公司標價很接近

了，距離底標也很接近了，請 2家把握機會，進行第 3次減價。 

採購組長：很高興我們已有結果了，宣佈第三次減價後 2家公司

的標價：亞冀公司標價為 NT$2,395,000，馳昇公司標價為

NT$2,387,000，以馳昇公司所報標價最低，且落入本案 NT$2,400,000

底標，恭禧馳昇公司為本案得標廠商。 

採購組長：很感謝各位的參與，本校一直都有相關的電腦設備採

購，歡迎各位再來參與報價，請未得標之公司前來領退押標金，並請

馳昇公司留下商談後續簽約事宜，謝謝！ 

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    由：TAKMING  9203資管系網路實驗室設備 

二. 開標時間：92年 4月 28日  下午 2點整 

三.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五樓會議室 

四. 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 參加人員：林淑芬、秋錦清、莊翠蓮、李涵寧、廖國忠。 

六. 會議內容： 

 

主    席： 

  各位大家好，本案至昨日截止投標時間，僅一家公司前來投

標，據「政府採購法」規定，未達三家以上廠商投標本案不得開

標，故宣佈流標。 

   採購組長： 

      本案將上網做二次公告，等標期為 12 日，屆時再通知各位參

予開標決標會議，謝謝。 

   主    席： 

      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七. 案    由：TAKMING  9203資管系網路實驗室設備採購一案 

                                            (第 2次開標) 

八. 開標時間：92年 5月 13日  下午 2點整 

九.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五樓會議室 

十. 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十一. 參加人員：林淑芬、秋錦清、莊翠蓮、顏榮泉、廖國忠。 

十二. 得標廠商：未落入底標，本案廢標，無得標廠商。 

十三. 會議內容： 

 

主    席： 

  首先歡迎各位廠商前來參加本案投標，希望各位在未來的採購

裡皆能踴躍參予，接下來的流程裡我們請承辦單位採購組李組長

進行，謝謝。 

   採購李組長： 

      歡迎各位廠商前來參加本案公開招標，為了保護大家的健康及

安全著想，今天全部開標過程請大家都戴上口罩，因為本會議室

是較密閉的空間。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前面的白板上所示的流程先

進行開資格標及規格標；在審標之過程裡請各位先移駕至隔壁的

會客室，若對投標文件有其他疑問，再請教各位，謝謝。 



採購李組長： 

   這是各位的投標文件，在拆封之前，先展示給大家看過，都未

拆封；代表們請先移至會客室。 

 

   主    席：  

      3 家公司的資格與規格皆審核完成，其中達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因資格文件不齊，為不合格標，不得再參與本案開標；餘群樺

及宏碁公司皆合格。皆下來，我們來宣讀 2家得標價：群樺公司

標價為 NT$1,333,900-，宏碁公司標價為 NT$1,214,000-；皆未落

入底價。 

採購李組長： 

  由於都未落入底標，我們請最低標廠商宏碁公司先優先減價一

次，如果仍未落入底標，我們再進行共計 3次的減價至落入底標為止。 

   主    席：  

         宣讀宏碁公司優先減價後之標價為 NT$1,196,000；仍未落入底

標，我們請群樺及宏碁公司進行第一次減價。 

    主    席：  

        宣讀二家公司的第一次減價：群樺公司標價為 NT$1,186,000-宏

碁公司為 NT$1168000-，仍未落入底標，請進行第二次的減價。 

 



採購李組長： 

        宣佈第二次減價二家得標價：群樺公司標價為 NT$1,162,000-，

宏碁公司標價為 NT$1,137,500-；很可惜仍未落入底標，請進行第三

次的減價。 

採購李組長： 

         這是最後一次的減價機會了，希望各位把握，可以有個很好的

結果出來，已經很接近底價了。 

      主    席：     

         宣讀第三次減價的結果：群樺公司不再減價，宏碁公司標價為

NT$1,112,500-；仍未落入底標；請採購組長與大家說明。 

 採購李組長： 

   本案依流程已請 2家合格廠商進行減價 3次，但仍未落入底標，

依規定宣佈廢標，將登公告後，再進行第 3次公開招標。 

      主    席：    

     仍歡迎各位廠商在前來參與本案，謝謝大家！  

採購李組長： 

     請各位廠商前來退領押標金，再次謝謝大家。 

 主     席： 

     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