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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 公開比價會議紀錄 

一、 案由：TKMING9408 
訂閱西元 2006 年全年西文期刊 185 種 

二、 開價時間：94 年 11 月 25 日下午二點 

三、 開價地點：本校綜合大樓五樓 506 會議室 

四、 主席：劉崑義        紀錄：何文蘭 

五、 出席人員：李涵寧 
曾春葉 
陳淑珍 

 

 

六、 得標廠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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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內容： 
 
主席：本標案於投標截止時，僅“百合圖書有限公司“一家投標，依採購法規

定，第一次招標未達三家(含)以上投標者，即流標，故今日無法進行開

標會議。 

擬請採購組再行第二次招標公告，屆時再請各位出席！ 

 

主席：謝謝各位，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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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 公開招標會議紀錄 
一、案由：TKMING9408 訂閱西元 2006 年全年西文期刊 185 種(第二次招標) 

二、開標時間：94 年 12 月 13 日下午二點 

三、開價地點：本校綜合大樓五樓 506 會議室 

四、主席：劉崑義                                   紀錄：何文蘭 

五、出席人員：李涵寧、陳淑珍、曾松金 

六、得標廠商：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七、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百合圖書公司參與本案的投標，今天因為是二次招標，故不受限於投標廠商的家

數；希望今日能順利決標發包，而得標廠商能盡力配合，謝謝！！接下來的流程，我

們請承辦單位採購李組長為各位說明及進行。 

 

採購李組長：謝謝百合公司前來，今日另有一家達思公司投標，但未派員參與本開標會議，

若待會開標價時，該公司的標價較低，則喪失優先減價的機會，相對百合公司

即較有優勢了，接下來的流程在前方的白板上都有列示，我不再多敘述了！先

進行資格及規格標的審核，請各位稍候！ 

 

主席：二家的資格、規格的審核完畢，沒有問題，接下來開價格標。 

 

主席：宣佈二家公司的標價：百合公司 NT$3,610,000 元，達思公司 NT$3,528,000 元，未落

入本案底標。 

因達思公司未派員到場，故由百合公司進行第一次減價，謝謝！！ 

 

主席：宣佈百合公司第一次減價後標價為 NT$3,520,000 元，恭禧百合公司落入本案底標

NT$3,520,000 元，為本案得標廠商。請百合公司多予圖書館配合，謝謝！！ 

 

採購李組長：請百合公司留下商討後續期刊事宜，謝謝！ 

 

主席：謝謝大家，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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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 公開招標會議紀錄 

一、 案由：TAKMING9501 外語檢測教室系統建置 

二、 開標時間：95 年 9 月 20 日下午 2 點 

三、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樓 5 樓會議室 

四、 主席：李仁傑          紀錄：何文蘭 

五、 出席人員： 

職稱/姓名 簽名 職稱/姓名 簽名 

總務長 李仁傑 李仁傑 會計主任 
林淑芬 

林淑芬 

採購組組長 
李涵寧  

應外系系主任 
黃宣穎 黃宣穎 

出納組組長 
莊翠蓮 

莊翠蓮 應外系 
採購小組代表 

陳鵬翔 

經費稽核委員會 
代表/沈麗美老師 

沈麗美 應外系 
採購小組代表 

余玉照 

  
應外系 

採購小組代表 廖螢虹 

  
應外系 

採購小組代表 
王百祿 

 

 

六、 得標廠商：博瑞歐媒體整合有限公司 



5 

 

七、 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國鏡、淞煜、皓君、博瑞歐、靖元共 5 家公司參與投標本案：

外語檢測教室系統建置；接下來的流程，我請承辦單位採購組的本

組長為各位說明及進行。 
 
採購李組長：歡迎各位！今天的開標流程如前面白板所列示，我不再

多做說明，各位請參酌。等會在審資格及規格標時，因恐涉及

各公司之業務機密，所以我們將請各位於旁邊的會客室稍候。

待資格與規格標都審核完成沒有問題我們再行開價格標；這是

各位的標封，我們現在進行開封，也請各位在會客室休息一

下，謝謝！ 
 
採購李組長：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也已經審核完各位的資格與規格

標，其中：國鏡、皓君、靖元 3 家公司無提供履約能力証明，

其資格不符，所以無法再進入開價格標的階段，為不合格廠

商。接下來我們就進行淞煜與博瑞歐公司價格標的開標。 
宣讀二家公司的標價：淞煜公司 NT$2,989,700 元，博瑞

歐公司 NT$2,437,500 元。均未落入底標，我們請低標公

司博瑞歐公司行優先減價一次，若仍未落入底標，則二

家公司再進行共 3 次的減價，直至落入底標。 
 
採購李組長：宣佈博瑞歐公司優先減價之標價為 NT$2,399,999 元，

仍未落入底價，請博瑞歐與淞煜公司一起進行第一次減價。 
 
採購李組長：宣佈第一次減價後的標價，淞煜公司 NT$2,280,000

元，博瑞歐公司 NT$2,374,999 元，仍未落入底標，但已稍接

近了，請進行第二次減價。 
 
採購李組長：宣佈第二次減價後標價，淞煜公司 NT$2,200,000 元，

博瑞歐公司 NT$2,060,000 元，很高興已經產生了得標廠商，

恭禧博瑞歐公司落入本案底標 NT$2,100,000 元，且為今日最

低價廠商，本案由博瑞歐公司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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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李組長：感謝各位廠商的參與，也請前來簽退押標金，後續作

業，請博瑞歐公司全力配合，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各位！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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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 公開招標會議紀錄 

八、 案由：TAKMING9502 行動資訊服務、行動數據交換模擬及實驗 

室設備建置 

九、 開標時間：95 年 10 月 13 日下午二點 

十、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樓 5 樓會議室 

十一、 主席：李仁傑          紀錄：何文蘭 

十二、 出席人員： 

職稱/姓名 簽名 職稱/姓名 簽名 

總務長 李仁傑 李仁傑 會計主任 
林淑芬 林淑芬 

採購組組長 
李涵寧 李涵寧 資管系系主任 

盧瑞山 盧瑞山 

出納組組長 
莊翠蓮 

莊翠蓮 資管系 
宋家宏 

宋家宏 

經費稽核委員會 
代 表  

(尚未推派主委成員) 資管系 黃志春 

    
 

 

十三、 得標廠商：無(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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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會議內容： 

主席：本案於昨日截止投標時間，僅有一家維信科技有限公司投標。依規

定第一次公開招標須有三家(含)以上投標，方能開標，故本次流

標。擬請採購組於近日內再行上網公告，進行第二次招標。 
謝謝各位，宣佈散會！！ 

 



9 

德明技術學院 公開招標會議紀錄 

十五、 案由：TAKMING9502 行動資訊服務、行動數據交換模擬及

實驗 
室設備建置(第二次公開招標) 

十六、 開標時間：95 年 11 月 2 日下午二點 

十七、 開標地點：本校綜合大樓 5 樓會議室 

十八、 主席：李仁傑          紀錄：何文蘭 

十九、 出席人員： 

職稱/姓名 簽名 職稱/姓名 簽名 

總務長 李仁傑 李仁傑 會計主任 
林淑芬 

鄧凱玲  代 

採購組組長 
李涵寧 

李涵寧 資管系系主任 
盧瑞山 

宋家宏  代 

出納組組長 
莊翠蓮 莊翠蓮 資管系 

宋家宏 宋家宏 

經費稽核委員會 
代 表 

張瑩棠 資管系 黃志春 

    
 

 

二十、 得標廠商：維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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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各位參與本會，這是本案的第二次公開招標，依規定僅有一家

廠商投標即可開標，今天的投標廠商是維信科技有限公司，就接下

來的流程，我請承辦單位採購組李專員與各位說明和進行。 
 
採購李專員：接下來的程序在前面的白板上均有列示：依序是先進行資格

標、規格標的審核後再做價格標的開標，若價格標開封後未

落入底標，則進行減價，直至落入底標，減價最多三次，若

三次減價後無法落入底標，則今天將廢標。大致說明如上，

接下來，我們將拆封維信公司的標封，進行資格與規格標的

審核。 
 
採購李專員：已審核完成資格與規格標均沒有問題，接下來進行開價格

標。 
 
主席：宣佈維信科技有限公司標價為 NT$2,350,000 元(含稅)，未落入底標

請維信公司進行第一次減價。 
 
主席：宣佈維信公司第一次減價後的標價為 NT$2,290,000 元(含稅)，仍未

落入底標，請進行第二次減價。 
 
主席：宣佈第二次減後的標價為 NT$2,200,000 元，仍未落入底標，請維

信公司把握最後一次的減價機會。 
 
主席：宣佈維信公司第三次減價後標價為 NT$2,100,000 元，恭禧維信公

司落入本案底標 NT$2,100,000 元，為本案得標廠商，請全力配合

學校完成本案。 
 
主席：謝謝各位，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