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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名稱 : 登入交易平台 

1-1 欲連結東元詢報價系統系

統，依序選擇「程式集」�

「Internet Explore」後，即可開

啟使用者端的瀏覽器畫面 

 

1-2 於瀏覽器畫面上的網址處，

輸入 

http://www.teco.com.tw 

則呈現東元公司的網頁首頁，於

網頁處選擇「商品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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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首頁選擇「商品採購」後，

出現採購專區的說明 

請點選下方的「登入交易平台」 

 

1-4 點選「登入交易平台」後，

請點選左方選單「公佈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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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帳號(初次申請) 

2-1.在公佈欄的查詢結果，可看

到各採購組織的詢價單，請就貴

公司平常有交易的採購單位(例

如:中壢一廠)，選擇該採購單位

(中壢一廠)的任一張詢價單，點

選[線上報價]按鈕 

 

 

2-2.出現「使用者登入」畫面，

請點選[新使用者]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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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請仔細閱讀「授權同意書」

內容，請特別注意「授權同意書」

內有收費標準的說明，同意後請

按[我接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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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請輸入公司基本資料後按[檢

查]按鈕，此時系統會檢查是否有

相同的公司已使用本系統，若無

誤，會出現[下一步]按鈕，請點

選 

 

註:若系統已有相同的公司使用

本系統，將出現輸入[授權碼]欄

位，[授權碼]即貴公司第一位申

請者的密碼，系統將在驗証無誤

後，給予貴公司第二組帳號及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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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請輸入[使用者資料]及[公司

基本資料]，完成後請按[申請]按

鈕 

 

2-6.申請完成，將出現如右圖畫

面，系統將自動 eMail 給申請單

位負責主管，由該主管進行審核

流程，審核結果(通過或不通過)

皆會 eMail 給申請人之 eMail 

(亦可撥打客服專線詢問申請狀

態 台灣東捷 (02) 2655-2525 分

機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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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第二個採購組織 

3-1 申請 

1. 目前東元 eProcurement系

統規定，要申請第二個採購

組織，需先經由第一次申請

的採購組織(例如中壢一廠)

核準通過，成為東元合格供

應商後，才能向第二,或第三

個採購組織做帳號申請 

2. 因此請待貴公司第一個申請

的採購組織核可，得到合格

供應商的帳號密碼後，再進

行第二個採購組織的申請 

3. 已獲得帳號密碼的合格供應

商，可在公佈欄點選第二個

欲加入交易的採購組織(例

如: 統購小組)按[線上報價]

申請 

 

 

3-2.出現「使用者登入」畫面，

請輸入合格供應商的帳號及密

碼，輸入後請按[登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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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統將自動帶出第一次申請

時已填過的使用者及公司資

料，請按[申請]按鈕 

 

3-4.申請完成，將出現如右圖畫

面，系統將自動 eMail 給申請單

位負責主管，由該主管進行審核

流程，審核結果(通過或不通過)

皆會 eMail 給申請人之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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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名稱 : 供應商回覆報價 

4-1 當供應商收到報價通知後，

請先登入系統 

 

4-2點選[供應商回覆報價]功能 

� 詢價單編號：詢價單流水

號。  

� 詢價單名稱：採購員於建立

詢價單時，所輸入的名稱。 

� 請購單編號：建立詢價單

時，所選擇用來建立詢價單

之採購單。 

� 採購組織：供應商可進行報

價的採購組織，當供應商可

針對多個採購組織的詢價單

進行報價時，此處的下拉選

單有不同的選項。 

� 報價期間：過濾出欲進行報

價的詢價單開放報價的時間

區間。 

輸入之過濾條件以「關鍵字」搜

尋，只要是欄位中有出現符合的

字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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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選擇詢價單進行線上報價 

若欲針對此詢價單進行報價，則

點選後面的「線上報價」 

 

4-4輸入報價條件與報價金額 

呈現此詢價單之詳細資料，包

含： 

� 物料編號 

� 物料名稱 

� 物料規格 

� 工廠：詢價單欲購買之物料

所歸屬的生產工廠。 

� 需求日期：詢價單欲購買之

物料的需求日期。 

� 需求數量詢價單欲購買之物

料的需求數量。 

� 可供數量：供應商可供給東

元的數量，預設數量與需求

數量相同。 

� 單價：供應商針對此單一個

物料對東元的報價。 

須輸入報價條件，包含： 

� 幣別：供應商報價幣別，包

含有，TWD(預設值)、

AUS、US…等。 

� 有效期限：此報價單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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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 前置時間：採購前置時間。 

� 貿易條件：包含有，工廠交

貨價(預設值)、FOB、EXW、

CIF…等。 

� 交貨地點：必填欄位。為報

價時預計的出貨地點。 

� 付款條件：有「依東元規定」

與「其他付款條件」兩類，

當選擇「其他付款條件」時，

需於後方輸入條件內容。 

� 檔案路徑：針對此報價供應

商可上傳檔案。 

� 備註：針對此報價供應商可

有備註條件說明。 

若資料確定輸入正確時，點選「儲

存」，會出現確認視窗請供應商

仔細確認報價的資料 

當確定無誤後，點選「確定」則

會出現完成報價的訊息 

若欲修改報價資料，點選「取消」

則會取消剛才輸入的報價條件與

價格 

 

注意！於確定送出報價畫面中點

選「確定」按鈕後，將無法在針

對此報價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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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向採購提問 

若對詢價內容有問題，可按向採

購提問按鈕， 

 

4-6 可修改標題，並附夾檔案，

並將問題輸入內容欄，完成後按

發送訊息，出現[訊息發送成功]

即完成問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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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觀看發送訊息 

可在[重要通知]功能，按左邊選

單之[訊息功能] -[發送訊息]可觀

看已發送過的訊息 

 

4-7 觀看接收訊息 

當採購有訊息回覆時，可在[重要

通知]功能，按左邊選單之[訊息

功能]-[接收訊息] ，可觀看採購

發送的訊息 

註：黑色為未看過，訊息看過後，

會變成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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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名稱 : 供應商回覆議價 

開啟議價單查詢畫面 

於登入後選擇「詢報價系統」�

供應商回覆議價，查詢東元請供

應商報價的詢價單，可輸入詢價

單的過濾條件 

� 詢價單編號：建立詢價單

時，系統所產生的詢價單流

水號。  

� 詢價單名稱：東元採購員於

建立詢價單時，所輸入的名

稱。 

� 建立日期：東元將報價單轉

成議價的日期。 

輸入之過濾條件以「關鍵字」搜

尋，只要是欄位中有出現符合的

字串即可 

 

選擇進行議價的詢價單進行議價 

輸入完過濾資料後，點選「查詢」

則會出現符合條件的詢價單資

料，包含 

� 採購組織 

� 詢價單編號 

� 詢價單名稱 

� 建立日期 

� 功能：詳細 

若欲針對此詢價單進行議價，則

點選後面的「線上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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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議價條件與議價金額輸入議價條件與議價金額輸入議價條件與議價金額輸入議價條件與議價金額 

呈現此議價單之詳細資料，若對

詢價單有疑問，可按向採購提問

按鈕， 

 

 

再議價畫面再議價畫面再議價畫面再議價畫面 

若供應商回覆議價後，東元可依

據此回合的議價，輸入期望價

格，並可選擇與此供應商再進行

議價，如此供應商可再次進行議

價。 

議價單細項中，相同物料並列，

並依據議價回合數由大至小排

序；如圖顯示，有兩個議價回合，

第一回合供應商出價 20.15，東元

期望價格為 20.14；第二回合(此

議價回合)供應商仍出價 10。 

按儲存後可結束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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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資料確定輸入正確時，點選「儲

存」，會出現確認視窗請供應商

仔細確認議價的資料 

當確定無誤後，點選「確定」則

會出現回覆議價完成的訊息 

若欲修改議價資料，點選「取消」

則會取消剛才輸入的報價條件與

價格 

 

注意！於確定議價的畫面中點選

「確定」按鈕後，將無法在針對

此議價進行修改 

 

 

 

 

6. 功能名稱 : 供應商報價紀錄 

開啟報價紀錄查詢畫面開啟報價紀錄查詢畫面開啟報價紀錄查詢畫面開啟報價紀錄查詢畫面 

若供應商欲查詢自己的歷史報

價，登入後點選「詢報價系統」

� 供應商報價紀錄，出現可輸

入歷史報價單的查詢面畫 

查詢條件包含 

� 詢價單編號。 

� 詢價單名稱。 

� 請購單編號。 

� 物料編號。 

� 日期：欲查詢歷史報價的時

間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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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之過濾條件以「關鍵字」搜

尋，只要是欄位中有出現符合的

字串即可 

查詢歷史報價紀錄查詢歷史報價紀錄查詢歷史報價紀錄查詢歷史報價紀錄 

輸入過濾條件後，出現符合條件

的歷史詢價單與供應商對詢價

單之報價資料，包含 

� 採購組織：開立此歷史詢價

單的所的採購組織。 

� 詢價單單號：此歷史詢價單

所報價的詢價單號。 

� 詢價單名稱：此歷史詢價單

之名稱。 

� 請購單編號：此歷史詢價單

所對應的請購單。 

� 物料編號：此歷史詢價單所

採買的物料編號。 

� 需求數量：此歷史詢價單針

對物料的需求數量。 

� 最後報價日期：供應商對此

歷史詢價單進行報價的日

期。 

� 供應商報價：供應商對此歷

史詢價單報價時的物料單

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