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案由：TAKMING 9301  訂閱西元 2004年全年西文期刊 185種 

二、開標時間：92年 12月 3日  下午 2：00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李涵寧、林淑芬、陳維華、陳玲儀 

六、得標廠商：無(因流標) 

七、會議內容： 

    主席：本案截至投標截止時間止共有達思國際有限公司、百合圖

書有限公司二家投標，未達規定第一次投標須 3 家(含)以上廠商 ，

故流標。請採購組上網公告流標，無法決標後再進行二次招標公告。

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301  訂閱西元 2004年全年西文期刊 185種 

                                             （第二次招標） 

二、開標時間：92年 12月 12日  下午 2：00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2樓 217室 

四、主  席：許鼎彥代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李涵寧、林淑芬、陳維華、陳玲儀 

六、得標廠商：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七、會議內容： 

    採購李組長：首先很歡迎百合公司前來參加投標本案，因為總務

長臨時有事公出，請許主秘代為主持本開標會議，請主秘為我們主持

會議。 

    主席：歡迎百合公司，針對西文期刊招標，此次係第二次開標。

希望本日可以順利決標，決標後配合順利，接下來流程我們請採購組

組長進行，謝謝！！ 

採購李組長：有關今日的決標原則均在招標文件中有載明，我們

就不再重述，首先我們針對資格標的部份進行審核再進行價格標的開

標。 

採購李組長：資格標的部份已審核完畢，沒有問題，接下來我們



進行價格標的開標。 

採購李組長：宣佈百合公司投標標價為 US$88,788；未落入底標，

請百合公司進行第一次減價。這可能是本校與貴公司第二年的續訂合

作，希望貴公司可以依據本年的合作經驗，給予優惠。 

陳館長：請教百合公司在本次共 185種的期刊中以歐洲貨幣付款

的種類大約有幾種？ 

百合公司：大約佔有四分之一。 

採購李組長：宣佈百合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US$88,000，仍

未落入底僄，請進行第二次減價。 

百合公司：本公司所出之標價一出即為最低價，所涵蓋之服務費

等都在最低，且西文期刊每年固定之調漲幅度大約有 13%上下，故減

價幅度上實已有限了。 

採購李組長：貴公司所言，本校均可了解，但此次所訂期刊，均

為續訂，且已有一年之合作經驗，希望能據以考量，提供較優惠之價

格。 

採購李組長：宣佈百合公司第二次之減價後標價為 US$87,900

元；仍未落入底標，請進行第三次的減價。請百合公司把握最後一次

減價機會，讓本日能順利決標。 

百合公司：近日因美金、歐元匯率漲跌幅度頗明顯，此份標價亦



未進一步調整，填列第三次減價之標價，亦希望能繼續與貴校合作，

謝謝！！ 

採購李組長：宣佈百合公司第三次減價後標價為 US$87,500落入

本校底標，為本案得標廠商。 

主席：很高興今日能順利將本案決標發包，請百合公司能全力配

合完成後續刊物訂購等相關作業，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302 電腦教室 A及資料庫實驗式電腦設備      

更新共 90台採購。 

二、開標時間：93年 2月 24日  下午 2：00 

三、開標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廖國忠、莊翠蓮、邱錦清、林淑芬 

六、得標廠商：馳昇資訊有限公司 

七、會議內容： 

    主席： 歡迎各位廠商前來參與投標本案，希望今日可以順利完

成，未來本校仍陸續會有類似的設備採購，亦歡迎各位前來。接下來

的作業，我們請承辦單位採購李組長進行。  

    採購李組長：今天共有四家(如左側白板上所列)廠商投標本案接

下來的流程亦在白板上書明，我不再重述，先與各位看標封皆完整未

拆，現在我們依序進行資格標及規格標的審核，之後再進行價格標的

開封。審標過程中為避免涉及貴公司之商業機密外露，請各位先移駕

隔壁貴賓室，若有疑問再就教於各位。 

    主席：經資格審核四家廠商均無問題，再規格部分駿緯公司在螢



幕及主機部分規格經確認與本校所需不符為無效標，無法參加後續之

減價流程；接下來我們宣佈其餘三家廠商的標價如下；儷元公司 

NT$3398060；馳昇公司 NT$3388500；訊通公司 NT$3378000；因為

訊通公司遲到，依規定雖最低價，但喪失優先減價權利，因為落入底

價，我們請次低價馳昇公司先進行優先減價。 

主席：宣佈馳昇公司優先減價後標價為 NT$3368000，仍未落入

案底標，我們請三家公司進行後續的減價，最多三次直至落入底標。

進行第一次的減價。  

    主席：宣佈三家廠商第一次減價後標價：儷之公司標價

NT$3326000；馳昇公司 NT$3365000；訊通公司 NT$3356000；仍未

落入底標，請各位廠商進行第 2次減價。 

採購李組長：請各位廠商把握減價機會，讓今天本案能順利決標。 

主席：宣佈第二次減價後標價：儷之公司 NT$3295000；馳昇

NT$3320000；訊通公司 NT$3350000；仍未落入底標，但已接近底價

一些了，請各位在加油!謝謝!!進行第三次的減價! 

主席：宣佈第三次減價後的標價：儷之公司 NT$3249500；馳昇

公司 NT$3073200；訊通公司 NT$3290000；恭喜馳昇公司得標，為

本日最低價且落入本校底標 NT$3100000元；餘二家公司非常感謝參

與，仍歡迎日後前來投標他案。 



採購李組長：非常謝謝!!請儷隻、訊通公司前來領取押標金，馳

昇公司請留下商談後續的合約、教貨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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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 財稅系知識通路共享中心 Call Center  

           建置。 

二、開標時間：93年 3月 30日  下午 2：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倪仁禧、唐克光、湯國斌、莊翠蓮、文郁、鄧凱玲(代) 

六、代標廠商：未落入底標，本日廢標。 

七、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辰科、網際、程曦三家公司前來參與本校財稅系知識

通路共享中心 Call Center建置案投標，接下來的流程我們請承辦單位

採購李組長進行後續開標流程。 

    採購李組長：歡迎三家公司來參加本案投標，接下來的流程在我

們左手邊的白板上都已載明，請參考。依序先審核資格標、規格標後，

最後再開價格標。在審規格標時，為避免外露貴公司商業秘密，在此

過程中，請三家代表先移至隔壁的貴賓室稍候，若有疑問，我們會再

請教各位。此為三家公司標封，均未拆封，與各位做一確認，請看! 

    主席：經審核資格，辰科及網際公司因漏列及檢附已過期限資格



證明，經與該公司確認無誤，為不合格標，無法再參與後續開標作業。

接下來我們進行規格標的審核。  

主席：經審核完規格標，程曦公司規格符合，接下來進行開價格

標。  

採購李組長：宣佈程曦公司標價為 NT$4,209,928；未入落底標，

接下來進行第一次的減價。 

主席：宣佈程曦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NT$4,120,000；仍未入

落本校的底價，請進行第二次減價。 

主席：宣佈程曦公司第二次減價後標價為 NT$3,990,000；仍未落

入底標，尚有段距離，請程曦公司把握最後一次機會進行第三次減價。 

    主席：宣佈程曦公司第三次減價後標價為 NT$3,700,000；仍未落

入低標，宣佈本日廢標。  

    採購李組長：本案經減價三次仍未落入底標，無法決標，主席已

宣佈廢標，本組將再上網公告二次招標，歡迎貴公司再來參與投標，

謝謝!!請程曦公司前來退領押標金。 

    主席：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303 財稅系知識通路共享中心 Call Center  

建置二次招標。 

二、開標時間：93年 4月 13日  上午 10：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倪仁禧、唐克光、林淑芬、文郁、鄧凱玲(代) 

六、代標廠商：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紀忠勝。 

七、會議內容： 

    主席：這是本案的第二次開標，歡迎程曦公司前來投標本案，希

望今日會有結果，順利進行。接下來流程請承辦單位採購組李組長進

行。 

    採購李組長：這是本案的第二次招標，依規定有一家廠商投標，

即可開標，開標流程依資格標、規格標審核無誤後接著開立價格標。

這是本次貴公司的標封，我們現在拆封，進行審核。請程曦公司稍候。 

    主席：資格與規格均審核完成，接下來我們宣佈程曦公司投標標

價為 NT$3,659,836；尚未落入底標，請程曦公司進行第一次的減價。 

主席：宣佈程曦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NT$3,550,000；落入本



案底標，經與程曦公司協議下列事項，並經同意，全案以 NT$3,550,000

決標予程曦公司。協議內容如下： 

1. 程曦公司之駐校人員須將其對系統的使用、維護等相關技術轉移

予校內指定人員(至少三名)。 

2. 本案相關教育訓練稞程增加為二梯次。 

採購李組長：本案的教室裝修及其他工程亦陸續發包，屆時我們

會請程曦與竹邑公司雙方就細部施工細節開會討論，請程曦公司配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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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4 建構會計資訊人才與企業知識管理之教             

學中心軟體採購。 

二、開標時間：93年 9月 1日  下午 2：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蘇珣、葉新興、林淑莉、林淑芬、莊翠蓮、李涵寧 

六、代標廠商：慧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會議記錄： 

    主席：首先歡迎普鴻、慧盟以及奧柏三家公司前來投標，希望在

今日能順利將本案決標發包，接下來流程我們請承辦採購組進行，謝

謝。 

    採購李組長：謝謝主席，也歡迎三家公司，接下來的流程在我們

現場放置的白板上均有載明，我就不再重述。我們依流程先行審核資

格標及規格標都合格後再行開封價格標。這是各位所送來之標封，我

們再與各位查看皆為密封狀態。 

    採購李組長：在審標的過程中，避免各位廠商之重要資訊外露，

請各位代表先行移駕至隔壁的會客室休息，若有疑問，我們會請各位



過來，謝謝！ 

    主席：已審核完 3家公司的資格與規格標都沒有問題，接下來宣

佈各位的投標標價如下：普鴻公司標價 NT$2,047,500；慧盟公司標價

NT$1,630,000；奧柏公司標價 NT$2,110,500，尚未落入底標，慧盟公

司所投標價最低，請進行優先減價，減價後若仍未落入底標，則三家

廠商一起進行後續的比減價流程，直至落入底標，減價次數最多三次。  

採購李組長：慧盟公司請進行優先減價一次，謝謝！ 

主席：宣佈慧盟公司優先減價後標價為 NT$1,600,000；仍未入落

底標，請三家廠商進行第一次減價。 

主席：宣佈第一次減價後標價：普鴻公司 NT$1,900,000，慧盟公

司 NT$1,580,000，奧柏公司 NT$1,800,000，仍未落入底標，請進行

第二次減價。 

    主席：宣佈第二次減價後標價：普鴻公司 NT$1,700,000，慧盟公

司 NT$1,550,000，奧柏公司不再減價，仍未落入底標，請各位廠商加

油把握最後一次減價的機會，謝謝！  

    主席：宣佈第三次減價後標價：普鴻公司不再減價，慧盟公司

NT$1,500,000，慧盟公司 NT$1,500,000 標價，落入本案底標，為本

案得標廠商，本案底標為 NT$1,500,000。 

採購李組長：恭喜慧盟公司，也謝謝普鴻及奧柏公司參與，請來退領



押標金，慧盟公司請留下來商談後續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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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5 財稅系知識通路共享發展中心 Call 

Center 第二階段採購                                                 

二、開標時間：93年 9月 23日  下午 2：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倪仁禧、湯國斌、文郁、唐克光、鄧凱玲 

六、得標廠商：無(流標) 

七、會議內容： 

    主席：今天為財稅系 Call Center案第二階段採購之開標日，至昨

天截止投標時間，僅程曦公司一家廠商投標，未達第一次開標須

3家    廠商(含)投標之規定，故無法開標宣佈流標。 

    採購李組長：  

第二次減價。本組將上網公告本次流標，再依程序進行二次上網

公告公開招標作業。    

    主席：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案由：TAKMING 9305 財稅系知識通路共享發展中心 Call 

Center 第二階段採購 (第二次招標)                                     

二、開標時間：93年 10月 14日  下午 2：00整 

三、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列席人員：倪仁禧、湯國斌、文郁、莊翠蓮、唐克光、鄧凱玲 

六、得標廠商：程曦資訊整合(股)公司 

七、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程曦公司前來投標本案，這是本案的第二次招標，依

採購法規定，僅一家廠商即可開標，希望今天可以順利決標，接

下來的流程，請承辦單位採購組進行。  

    採購李組長： 接下來的流程在我們的招標文件亦有載明。先進

行資格標的審核，依序為規格標及價格標。這是程曦公司的標

封，給貴公司確認仍密封。現在我們開啟標封進行審核，請程曦

公司稍後。 

    主席：已審核完程曦公司的資格與規格標均沒問題，接下來，進

行開啟標價封。 



  採購李組長：宣佈程曦公司投標標價為NT$5145145元，未落入

底標，請程曦公司進行第一次減價；依規定減價最多三次。 

  主席：宣佈程曦公司減價後標價為NT$5000000元，恭喜程曦公

司落入本案底標，為得標廠商，請留下來商談後續訂約及交貨事

宜。 

    主席：宣佈散會。 

 
 



 

德明技術學院公開招標會議記錄 

一、 由：TAKMING 9306 數位內容學程規劃與教學環境之建置計畫

軟體採購                                                            

二、 開標時間：93年 10月 21日  下午 2：00整 

三、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樓 5樓會議室 

四、 主  席：劉崑義              紀  錄：何文蘭 

五、 列席人員：莊翠蓮、、 

六、 得標廠商：知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 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愛迪斯公司代表，目前已到開標時間，雖然僅一家廠

商到場，本案投標廠商已有三家，依規定仍可開標，接下

來的程序，我們請採購組進行。  

    採購李組長： 歡迎愛迪斯公司，今日尚有希多及知城數位科技

公司共 3家廠商投標本案，其他二家雖未到場，依規定我

們仍可開標，這是貴公司的標封，仍未開啟。接下來我們

進行資格及規格標的審核沒問題後，再進行價格標的開

標，請愛迪斯公司稍後。 

    主席：已完成資格標的審核，其中希多公司欠無退票及商業團體



証明，資格証件不齊為不合格標，其規格及標價封不再開

啟，並不得再參與後續的流程；知城及愛迪斯公司資格及

規格均審核完成、符合，接下來我們開啟價格標。 

   主席：歡迎知城公司到場，接下來我們來宣佈二家的標價：知城 

公司標價 NT$2300000，愛迪斯公司標價 NT$2588000；

因知城公司遲到，所以優先減價的權利將予愛迪斯公司，

若愛迪斯公司減價(優先)後，仍未落入底標價，則二家同

時進行減價直至落入底標，最多減價 3次。進行第一次減

價。  

    主席：宣佈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知城公司 NT$2265000，愛迪斯

公司不再減價，仍未落入底標，請知城公司進行第二次減

價。 

    主席：宣佈知城公司第二次減價後標價為 NT$2250000，仍未落

入底標價，減價的幅度稍小，請把握最後一次減價機會。 

    主席：宣佈知城公司第三次減價後標價為 NT$2200000，恭喜知

城公司落入本案底標，為今日得標廠商，請留下來協商後

續簽約事宜，謝謝愛迪斯公司前來參與本案。 

    採購李組長：請愛迪斯公司前來簽領退押標金，謝謝。 

  主席：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