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11/04/15 

[機關代碼]3.97.64 
[機關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單位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機關地址]842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 499 號 
[聯絡人]范榕珆 
[聯絡電話]07-6616100 分機 233 
[傳真號碼]07-6622764 
[電子郵件信箱]penny949@kcg.gov.tw 
[標案案號]1110310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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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旗山溪月眉橋下游河段疏濬作業採取土石及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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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分類]工程類 5133 水道、海港、水壩及其他水利工程 
[本案是否包括『瀝青混凝土鋪面』、『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LSM)』、『級配粒料基層』、『級配粒料底層』或『低密度再生透水
混凝土』等可使用再生粒料之工作項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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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3 09:00 
[原公告日期]111/03/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9,00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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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否 
[未訂底價依據]採購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2 款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履約地點]高雄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高雄市－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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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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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評選項目是否包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否 
[投標廠商家數]5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12782824 
[廠商名稱]禹銓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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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922-000 號 
[廠商地址]815 高雄市大社區 三民路 342 巷 2 弄 9 號 1 樓 
[廠商電話]07- 3512572 
[決標金額]17,822,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1/04/19－11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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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01543 
[廠商名稱]明欣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16116549 
[廠商名稱]皇冠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4] 
[廠商代碼]13154392 
[廠商名稱]亞力山大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 5] 
[廠商代碼]97055114 
[廠商名稱]冠嘉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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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旗山溪月眉橋下游河段疏濬作業採取土石及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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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銓營造有限公司 
[參與評選]是 
[評選序位或總評分]1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822,000 元 
[決標金額]17,822,000 元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822,000 元 
[未得標廠商 1] 
[未得標廠商]明欣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05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廠商 
[參與評選]是 



[評選序位或總評分]2 
[未得標廠商 2] 
[未得標廠商]皇冠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參與評選]否 
[未得標廠商 3] 
[未得標廠商]亞力山大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48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廠商 
[參與評選]是 
[評選序位或總評分]3 
[未得標廠商 4] 
[未得標廠商]冠嘉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872,63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廠商 
[參與評選]是 
[評選序位或總評分]4 
[評選委員] 
出
席
會
議 

姓
名 職業 與採購案相關之學經歷 

滿
意
度 

是 唐
琦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副
教授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屏東技術學院（資源保育技術系） 
職稱：講師 
所任工作：坡地道路工程、測量學、水土保持學、環境資
源保育、農地工程教學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職稱：講師 
所任工作：坡地道路工程、測量學、水土保持學、環境資
源保育、農地工程教學 
經歷 3：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職稱：副教授 
所任工作：坡地道路工程、水土保持學、坡地保育規劃與
設計、環境資源保育、農地工程教學 

滿
意 

是 
吳
明
淏 

國立高
雄大學
教授兼
系主任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職稱：助理教授 
所任工作：流體力學、結構學、土壤力學、基礎工程、水
文學、地震工程、地工合成物工程、大地工程、水利工
程、坡地災害與防治、生態工法、氣候變遷調適、廢棄物
資源化、空氣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廢棄物管理、污
水工程、土壤復育、地下水傳輸、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防
治、環境教育與宣導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職稱：副教授 
所任工作：流體力學、結構學、土壤力學、基礎工程、水
文學、地震工程、地工合成物工程、大地工程、水利工
程、坡地災害與防治、生態工法、氣候變遷調適、廢棄物
資源化、空氣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廢棄物管理、污
水工程、土壤復育、地下水傳輸、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防

滿
意 



治、環境教育與宣導 
經歷 3：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職稱：教授 
所任工作：流體力學、結構學、土壤力學、基礎工程、水
文學、地震工程、地工合成物工程、大地工程、水利工
程、坡地災害與防治、生態工法、氣候變遷調適、廢棄物
資源化、空氣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廢棄物管理、污
水工程、土壤復育、地下水傳輸、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防
治、環境教育與宣導 

是 
簡
士
濠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教
授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 
職稱：博士後研究 
所任工作：土壤與地下水汙染整治、土壤調查、土壤沖蝕
防治、土壤物理等研究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化組） 
職稱：農業服務役 
所任工作：土壤與地下水汙染整治、土壤調查、土壤沖蝕
防治、土壤物理等研究 
經歷 3： 
服務機關(構)名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職稱：博士後研究 
所任工作：土壤與地下水汙染整治、土壤調查、土壤沖蝕
防治、土壤物理等研究 

滿
意 

是 
李
明
熹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副
教授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 
職稱：助理研究員 
所任工作：土木及水利工程技術相關研究與應用(如土木工
程、水利工程、生態工程、河川水文水理分析、崩塌與地
滑防治)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職稱：副研究員 
所任工作：土木及水利工程技術相關研究與應用(如土木工
程、水利工程、生態工程、河川水文水理分析、崩塌與地
滑防治) 
經歷 3： 
服務機關(構)名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職稱：助理教授 
所任工作：水土保持相關教學(如水土保持工程、集水區調
查與規劃、土石流防治、土砂災害調查與防治、流體力
學、明渠水力學) 

滿
意 

是 

張
簡
進
賢 

第七河
川局管
理課課
長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水利局第七河川局 
職稱：管理課課長 
所任工作：綜理課務 

滿
意 

是 
朱
柏
彥 

旗山區
公所經
建課課
長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職稱：技士 
所任工作：工程規劃設計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職稱：副工程司 
所任工作：工程規劃設計 
經歷 3： 

滿
意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職稱：經建課課長 
所任工作：綜理經建課業務 

是 
莊
家
柔 

旗山區
公所主
任秘書 

經歷 1：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美濃區戶政事務所 
職稱：秘書 
所任工作：協助主任綜理戶政業務 
經歷 2：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職稱：秘書室主任 
所任工作：綜理秘書室業務 
經歷 3： 
服務機關(構)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職稱：主任秘書 
所任工作：襄理區長處理區務 

滿
意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11/04/11 
[決標公告日期]111/04/15 
[契約編號](111)高市旗區經字第 11103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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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是否包括使用建築資訊建模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之技術]否 
[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是否有提出使用 BIM 技術]否 
[總決標金額]17,8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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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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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97.64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書面審核 
[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採書面審核監辦核准人職稱姓名]高雄市
旗山區公所 區長謝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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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開發場所內工程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 
2. 非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工程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