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標須知
一、標案名稱：台中銀租賃電腦設備採購案
二、公司地址：台北辦公室-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 50 號 4 樓之 5
台中辦公室-台中市中區民族路 45 號 2 樓
高雄辦公室-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86 號 4 樓
三、廠商資格：
1. 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或列印於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網站之登記資
料及最近一期營業完稅證明者。
2. 因作業範圍含蓋全省，故廠商至少需有台北、中部及南部地區分佈據點，且有合格工程師可
到場協助。
3. 投標廠商公司設立資本額需大於三千萬以上。
四、應附資格證件如下：
1. 公司登記或設立證明；公司納稅之證明。
2. 以上資料每張均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以表示該影本與正本相符。
五、領標及投標期限：自公開刊登日起至民國 110 年 08 月 05 日 17 時止。
1. 專人領標者：請於領標截止日期限內至本公司領取，一人限領乙份。
2. 電子領標者：請洽本公司企業網站（http://www.tcbl.com.tw）下載。
六、投標文件及收件方式：
1. 投標廠商須將估價單填寫清楚，註明廠商名稱、負責人姓名、公司統一編號、公司地址及日
期，加蓋公司大、小章或統一發票章，連同標單及檢附廠商資格證件，於投標期限內以掛號
郵寄本公司或親自送達本公司管理部，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均屬無效。
2. 標封須於正面註明標案名稱、估價廠商、統一編號、聯絡人、連絡電話，未註明者視為無效
標。
七、開標日期：民國 110 年 08 月 0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八、開標地點：本公司台北辦公室。
九、決標方式：訂有底價，底價（含）以下最有利者得標，總價決標。
十、工程範圍與規格需求：包括電腦設備採購需求書所示之全部工程。
十一、單價：本工程估價單以大寫金額總價為憑（如無大寫欄位以小寫總價為憑），如各項單價、詳
細數目不符、或有錯誤，訂約時，廠商應按合理之單價調整，其契約單價亦應按議價後總價與
投標總價之比例調整。訂約時廠商所列調整之單價本公司認為有不合理處，得再行更正，廠商
不得異議。
十二、付款辦法：廠商於領款時應開具統一發票憑以領款。
十三、保固期限：新機需含 3 年之硬體保固，報修需於 8 個工作小時內到場。
十四、其他事項：
1. 承包廠商如需覓殷實之協力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協力廠商之相關資料送本公司存檔備查。
2. 本投標須知為合約附件之一，其效力視同合約之一部分，如有疑義，以本公司之解釋為準。
3. 廠商一經投標，即視為明瞭並同意遵守本投標須知之規定。
十五、聯絡人：陳志忠
十六、連絡電話：02-2321685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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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標單（兼切結書）
標案名稱：台中銀租賃電腦設備採購案

切結書
本廠商（即投標人）參加貴公司本項標案招標，自應遵照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及有關法令規定投
標，絕無通同作弊壟斷標價，或借用證照、圍標等違規不法情事，倘有違反願受懲處，絕無異
議，特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台中銀租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標單
一、投標人對上開標案之投標須知、規格表及有關附件等招標文件，均已完全明瞭接受。
今願以總價新臺幣：
承包，另附估價單詳后。

元整(含稅)

✽總價應以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億大寫數目字填
寫，並不得使用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否則無效。
二、上開報價之有效期至預定決標日止，本標案倘因故延期決標而超出該期限，除本投標人書面
反對延長外，同意延長至實際決標日。
三、本標單所填列金額均含營業稅在內。

投標人：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地
址

減價情形：（請以中文大寫數字書寫）
第一次減價後：總價
第二次減價後：總價
第三次減價後：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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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銀租賃事業
電腦設備採購需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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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需求：
1. 專案工作項目及內容：
(1) 廠商須提供以下所訂立的標準電腦規格(如遇型號停產等原因廠商無法提供，擬改
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規格及數量如下：
項目
規格
數量
桌上型電腦(直立式一大一小)
廠牌限 ACER、ASUS、DELL 或 HP

中央處理器及晶片

Core i3-9100 晶片組 intel B360 (含)以上

記憶體

8GB*1 DDR4-2133 SDRAM MAX 32GB(支援雙通道) (含)以上

硬碟機

3.5" 1TB S ATA 7200RPM + 2.5" 256G SSD HDD 硬碟 (含)以上

儲存連接埠

5 個 SATA 連接埠

光碟機

無

顯示介面

Intel HD 整合型顯示晶片，支援 DirectX 11、Intel DVMT

網路介面

Gigabit 乙太網路控制器

音效

High-Definition 音效

擴充槽

1 組 5.25 擴充槽，2 組 3.5 擴充槽

配件

USB 光學 Mouse /USB 鍵盤

電源供應

300W(含)以上

附屬軟體

Windows 10 專業版(內建原廠還原)

保固

三年到府保固含零件工資，需依裝機 SOP 回復至原採購標的建置完成狀態

53

筆記型電腦 (廠牌限 ACER、ASUS、DELL 或 HP)
面板尺寸

14" FHD IPS

中央處理器

Intel® CoreTM i5-1135G7(含)以上

記憶體

8GB DDR4

硬碟機

M.2 512GB SSD PCIe NVMe

光碟機

無

無線網路

Intel® Wireless Wi-Fi 6 AX201

網路介面

Gigabit 乙太網路控制器

USB Port

USB3.2*3，USB3.1 Type-C*1

音效

耳機輸出/喇叭輸出/麥克風輸入

指紋辨識

有

安全晶片

TPM

重量

1.8 kg(含電池)(含)以下

配件

背包/滑鼠

附屬軟體

Windows 10 專業版(內建原廠還原)

保固

三年到府保固含零件工資，需依裝機 SOP 回復至原採購標的建置完成狀態

Office 2019 中小
企業版盒裝

Word，Excel，PowerPoint 和 Outlook 2019 版本/可安裝在 1
部 PC 或 1 部 Mac 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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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廠商可以配合本公司規畫，視安裝進度陸續供貨。
(3) 更換後之舊電腦拆下硬碟後，廠商需協助運回銷毀。

2. 專案時程表：
工作項目
1. 台北辦公室所需電腦設備出貨
2. 台中辦公室所需電腦設備出貨
3. 高雄辦公室所需電腦設備出貨
1. 台北辦公室舊電腦設備運回銷毀
2. 台中辦公室舊電腦設備運回銷毀
3. 高雄辦公室舊電腦設備運回銷毀

交付時程
依本公司規劃及安裝進序，通知廠商供貨
(由本公司電話或 EMAIL 通知)
本公司人員拆下舊電腦硬碟之後，通知廠商
運回(由本公司電話或 EMAIL 通知)

3. 付款方式：
廠商配合本公司安裝進度陸續供貨，經本公司點收完成後付款，領款時廠商應開具統一發
票。

4. 維護及保固：
新機需含 3 年之硬體保固，報修需於 8 個工作小時內到場。

2、

廠商應具備之資格
(1) 持有公司執照(或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或列印於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網站之
登記資料及最近一期營業完稅證明者。
(2) 因作業範圍含蓋全省，故廠商至少需有台北、中部及南部地區分佈據點，且有合格工
程師可到場協助。
(3) 投標廠商公司設立資本額需大於三千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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