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5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總事字第00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02)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226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192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5月03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5月2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192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30813829 
[廠商名稱]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九一號四樓 
[廠商電話] (02)23942749 
[決標金額 ]新台幣192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文道國際有限公司 勤睦莊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5月22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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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5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總事字第00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中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02)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27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3653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5月03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5月22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36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114660 
[廠商名稱] 多慶圖書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十六號十樓之一 
[決標金額 ]新台幣36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王美圖書設備有限公司 文庫實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5月22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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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600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耕事字第00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護理教學模型一批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徐瑞 
[電話]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102295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87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7月25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8月0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680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503055 
[廠商名稱]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新生北路三段七號705室 
[廠商電話] (02)25959250 
[決標金額 ]新台幣6805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8月5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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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6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耕事字第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心臟心音教學模型一台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徐瑞 
[電話]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1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141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7月25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8月01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14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04239624 
[廠商名稱]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八德路1段82巷9弄28號 
[廠商電話] 23219465 
[決標金額 ]新台幣14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8月5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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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6006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耕事字第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握力計及氣流轉能器各二組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157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126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7月01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7月0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123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30968301 
[廠商名稱] 日龍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１００號２樓之６ 
[廠商電話] 27335111 
[決標金額 ]新台幣123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愷仲科技有限公司 德彥醫技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7月9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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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07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置假人櫃14台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07月15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中華民國91年8月20日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親送或郵寄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綜
合教室六 
[新增日期] 91年07月09日 
[更正日期] 91年07月09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廠商應於91.07.09至91.07.15上午17:00前，至台北縣新店市中
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時間及地點]：91.7.16下午14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綜合教室
六。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另申購領標單者，領標後如有標單缺頁或未蓋本校招標
專用章，請於開標前一日，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更正，逾時不受理，一切責任概由廠商負
責，郵寄時以本校收到時間為準，廠商應考量郵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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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07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桌球檯15台及足球門1組 
[標的分類] 娛樂及運動器材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07月29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45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親送或郵寄至台北縣新店市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1年07月23日 
[更正日期] 91年07月23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廠商應於91.07.25至91.07.29下午17:00前，至台北縣新店市中
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07.30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綜合教室六。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另郵寄投標單須先考量郵寄寄達時間，若無法於截標時
間寄達者，一切責任概由廠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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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08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麗波墊及牆壁鏡面 
[標的分類] 娛樂及運動器材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08月13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20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 
[新增日期] 91年08月06日 
[更正日期] 91年08月06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91.08.14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綜合教室六。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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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08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人體組織學切片三項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09月03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90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1年08月29日 
[更正日期] 91年08月29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
證明及投標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09.04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綜合教室六。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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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09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耕事字第00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營養教室設備一批 
[標的分類] 373【食物處理及調理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預算金額] 新台幣17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136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09月04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09月23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11808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440551 
[廠商名稱] 大昌瑞台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文林北路220號Ｂ１ 
[廠商電話] （02）28230201 
[決標金額 ]新台幣11808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川益不銹鋼工程有限公司 益伸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全文益伸不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 城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立安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91年9月23日 
[附加說明] 
本案投標廠商7家.審標結果特立安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未繳押標金.資格標不合格.另六家參予
價格標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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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10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館際合作傳遞系統一套 
[標的分類] 一般用途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10月16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30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1年10月11日 
[更正日期] 91年10月11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10.17下午十四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各項標的應附商品型錄供本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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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案號] 9110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契約編號] 耕事字第01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網路及周邊設備一批 
[標的分類] 370【一般用途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4855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46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91年11月11日 
[決標日期]民國91年11月1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46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25號9樓 
[廠商電話] 25028061轉160 
[決標金額 ]新台幣46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91年11月19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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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10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強光投影機八台 
[標的分類] 辦公機器、文書處理系統及錄影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10月22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5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1年10月18日 
[更正日期] 91年10月18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10.23下午十四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各項標的應附商品型錄供本校審查  
 
 
 

第 1 頁，共 1 頁

2003/2/25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riMEKEH.htm



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10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中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11月12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五十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 
[新增日期] 91年11月07日 
[更正日期] 91年11月07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圖書編目加工經本校測試合格。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11.13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投標廠商應於投開標前完成圖書編目建檔磁片,經本校圖書
館測試合格,始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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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2年02月24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110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省水器材安裝 
[標的分類] 導管、裝管、水管及配件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1年11月04日17時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 
[履約期限] 簽約後30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領取 
[新增日期] 91年10月29日 
[更正日期] 91年10月29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
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1.11.05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4號本校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  
 
 
 

第 1 頁，共 1 頁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2003/2/25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d44\91100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