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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4 20:41: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51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互動式數位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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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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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24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5/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2,0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72,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72,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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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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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1430573
[廠商名稱]七零年代設計整合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34桃園市八德區 高城里高城八街72之1號13樓
[廠商電話]092 5171853
[決標金額]162,8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5/24－105/06/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互動式數位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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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年代設計整合企業社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62,800
[底價金額]162,800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62,8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5/24
[決標公告日期]105/05/26
[契約編號]A10510505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62,8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6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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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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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
[標案名稱]電腦排程智慧教室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44,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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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24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44,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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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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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18 17:00
[開標時間]105/08/19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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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教務組張如茵老師，電話：02
22191131#5217、7213。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1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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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4 15:5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44845&area=formal&searchMode=

3/3

2016/8/24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8/24 14:52: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腦排程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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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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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9 10:30
[原公告日期]105/08/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244,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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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244,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244,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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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9160770
[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南山里南山路127巷18弄20之1號
[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金額]1,91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8/19－105/10/0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8709976
[廠商名稱]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8463889
[廠商名稱]艾銳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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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排程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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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7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064,480元
[決標金額]1,919,000元
[底價金額]1,919,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77,989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341,011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54,24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艾銳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76,68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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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9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5
[契約編號]A10520606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91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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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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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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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6 11:4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1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908,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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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273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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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8/22 17:00
[開標時間]105/08/23 11: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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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組張如茵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7213、5217。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A4大
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
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1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6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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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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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24 8:52:4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5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1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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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24 09:1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2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908,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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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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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8/26 17:00
[開標時間]105/08/29 14: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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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組張如茵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7213、5217。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A4大
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
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4 09:10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886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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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886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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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29 14:51:2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30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2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3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28365&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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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08/29 15:3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908,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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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244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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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9/06 17:00
[開標時間]105/09/07 09: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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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組張如茵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7213、5217。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A4大
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
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9 15:3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244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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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244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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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7 17:34: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9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29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36214&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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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8 11: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9/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908,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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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035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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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9/12 17:00
[開標時間]105/09/13 11: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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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組張如茵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7213、5217。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
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
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8 11:2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035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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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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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13 17:15:4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14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9/08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1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40541&print_type=printText

1/1

2016/9/13

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09/13 17:2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9/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908,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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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483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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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9/20 17:00
[開標時間]105/09/21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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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組張如茵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7213、5217。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
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
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1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2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13 17:22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483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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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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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9 15:54:4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3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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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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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1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9/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908,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908,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908,5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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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9160770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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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南山里南山路127巷18弄20之1號
[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金額]817,65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21－105/11/0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投影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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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35,820元
[決標金額]817,650元
[底價金額]817,65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4,0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83,65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21
[決標公告日期]105/09/30
[契約編號]A105206060_105105102_1051070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17,6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17,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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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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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28 16:4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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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6,341,1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1月30日前擴充本採購品項4電腦4台，金額NT$114,800與採購品項6電腦5台電腦，金額
NT$152,500，總擴充金額為NT$267,3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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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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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11 17:00
[開標時間]105/08/12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述於規格資料中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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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資料所述之負責老師，電話：0222191131。保固年限：詳規
格書。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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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8 16:4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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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12 10:47:4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5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7/29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1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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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2 11: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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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6,341,1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1月30日前擴充本採購品項4電腦4台，金額NT$114,800與採購品項6電腦5台電腦，金額
NT$152,500，總擴充金額為NT$267,3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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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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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22 17:00
[開標時間]105/08/23 09: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述於規格資料中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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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資料所述之負責老師，電話：0222191131。保固年限：詳規
格書。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1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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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2 11:2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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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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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6,341,1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1月30日前擴充本採購品項4電腦4台，金額NT$114,800與採購品項6電腦5台電腦，金額
NT$152,500，總擴充金額為NT$267,3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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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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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31 17:00
[開標時間]105/09/01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述於規格資料中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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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資料所述之負責老師，電話：0222191131。保固年限：詳規
格書。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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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3 17:1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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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 8:47: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5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2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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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2 10:0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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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6,341,1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1月30日前擴充本採購品項4電腦4台，金額NT$114,800與採購品項6電腦5台電腦，金額
NT$152,500，總擴充金額為NT$267,3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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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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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12 17:00
[開標時間]105/09/13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述於規格資料中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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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資料所述之負責老師，電話：0222191131。保固年限：詳規
格書。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
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2/3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6320&area=formal&searchMode=

2016/9/2

文字列印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2 10:0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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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13 16:15:1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14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9/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1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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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13 17:0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1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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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6,341,1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1月30日前擴充本採購品項4電腦4台，金額NT$114,800與採購品項6電腦5台電腦，金額
NT$152,500，總擴充金額為NT$267,3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1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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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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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20 17:00
[開標時間]105/09/21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述於規格資料中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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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資料所述之負責老師，電話：0222191131。保固年限：詳規
格書。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
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1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2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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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13 16:5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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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0/1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24_7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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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52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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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1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9/1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08,4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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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6,341,18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341,18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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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3120176
[廠商名稱]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206號4樓之6
[廠商電話]02 25642655
[決標金額]5,55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21－105/10/2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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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559,000元
[決標金額]5,554,000元
[底價金額]5,558,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3%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0,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736,780元
[原產地國別3]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39,970元
[原產地國別4]新加坡(Singapore)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2,597,25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21
[決標公告日期]105/10/12
[契約編號]A60_3_16_7_8_0_1_6_76_5_54_7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55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5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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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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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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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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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28 13:4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14
[標案名稱]T410視聽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94,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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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094,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094,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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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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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11 17:00
[開標時間]105/08/12 09: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待校方通知起45個日曆天內完成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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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3923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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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28 13:4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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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24 13:49: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1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T410視聽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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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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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2 09:30
[原公告日期]105/07/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94,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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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094,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94,50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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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9160770
[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南山里南山路127巷18弄20之1號
[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金額]94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8/12－105/09/2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8463889
[廠商名稱]艾銳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8709976
[廠商名稱]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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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0視聽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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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06,940元
[決標金額]942,000元
[底價金額]942,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06,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46,0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9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艾銳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50,72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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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金額]1,093,775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2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5
[契約編號]A1051070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42,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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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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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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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4 11:0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05107014_106066_104076_205025
[標案名稱]監控攝影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3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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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3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3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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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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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18 17:00
[開標時間]105/08/19 09: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規格資料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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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幼保科陳脩文老師、營保組許朝昇老師、總務
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212、5419、7114。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其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1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4419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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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4 11:0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4419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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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19 16:55: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2
[標案案號]A05107014_106066_104076_205025
[標案名稱]監控攝影機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22308&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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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9 17:4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05107014_106066_104076_205025
[標案名稱]監控攝影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03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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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03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03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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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675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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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31 17:00
[開標時間]105/09/01 09: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詳規格資料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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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幼保科陳脩文老師、營保組許朝昇老師、總務
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212、5419、7114。保固年限：詳規格資料。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其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675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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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9 17:4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675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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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7 14:33:2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05107014_106066_104076_205025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監控攝影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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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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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1 09:30
[原公告日期]105/08/2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3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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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036,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036,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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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3853561
[廠商名稱]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1段59號7樓
[廠商電話]02 89829851
[決標金額]1,7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01－105/09/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監控攝影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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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71,320元
[決標金額]1,700,000元
[底價金額]1,701,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9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7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01
[決標公告日期]105/09/08
[契約編號]A05107015_106066_104076_2050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701,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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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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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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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04 13:3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0/0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29_105204058_105107023
[標案名稱]冷氣機、除濕機與電熨斗等物品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70,08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70,08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70,08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0/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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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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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10/11 17:00
[開標時間]105/10/12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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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老師、學務組賴志政老師、妝管科林淑慧老師，電
話：0222191131#5532、7313、6312。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0月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10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0/04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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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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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1 11:4: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29_105204058_105107023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冷氣機、除濕機與電熨斗等物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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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48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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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2 10:00
[原公告日期]105/10/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0,08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70,082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70,082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宜蘭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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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7997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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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大羿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 大同南路4號3樓
[廠商電話]02 89725596
[決標金額]131,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0/12－105/11/1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43827311
[廠商名稱]鴻萬誠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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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除濕機與電熨斗等物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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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羿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6,700元
[決標金額]131,500元
[底價金額]131,5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1,5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鴻萬誠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0/12
[決標公告日期]105/11/02
[契約編號]A105105129_105204058_105107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1,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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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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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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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03 17:1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標的分類]勞務類842  軟體執行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2,126,95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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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126,95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126,95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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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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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20 17:00
[開標時間]105/06/21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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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老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6月2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6510&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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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03 17:1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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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6/6/21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6/21 15:42:5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2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勞務類> 842 軟體執行服務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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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21 17: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標的分類]勞務類842  軟體執行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2,126,95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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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126,95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126,95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2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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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997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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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29 17:00
[開標時間]105/06/30 15: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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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老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 暑假
開始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
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
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
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6月2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997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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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21 17:2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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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7/4 14:15:4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5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2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勞務類> 842 軟體執行服務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7/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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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04 14: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7/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標的分類]勞務類842  軟體執行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2,126,95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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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126,95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126,95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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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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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7/13 17:00
[開標時間]105/07/14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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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老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 暑假
開始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
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
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
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7月1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7月1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1995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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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04 14:3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1995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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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7/21 11:26:3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1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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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類842軟體執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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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4 10:30
[原公告日期]105/07/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126,95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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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2,126,952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126,952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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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本案預算金額未達1,000萬元，本機關自願提供價格資料]否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97446128
[廠商名稱]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忠孝西路1段50號1樓、5樓、11樓之6
[廠商電話]02 23813398
[決標金額]2,1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7/14－105/10/1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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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15,960元
[決標金額]2,100,000元
[底價金額]2,1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4
[決標公告日期]105/07/22
[契約編號]A10510511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1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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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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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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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24 12:5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8030_105108031
[標案名稱]幼保科專業教室實習親子空間及廊道展示區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16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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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3,16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16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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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922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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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07 17:00
[開標時間]105/09/07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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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
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
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922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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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4 12:5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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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7 17:40: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9
[標案案號]A105108030_105108031
[標案名稱]幼保科專業教室實習親子空間及廊道展示區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2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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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7 18:4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8030_105108031
[標案名稱]幼保科專業教室實習親子空間及廊道展示區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16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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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3,16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16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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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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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19 17:00
[開標時間]105/09/19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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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
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
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996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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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7 18:4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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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1 13:4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8030_10510803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幼保科專業教室實習親子空間及廊道展示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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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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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19 17:10
[原公告日期]105/09/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16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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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16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16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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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756076
[廠商名稱]工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 大南路299號3樓
[廠商電話]02 28818664
[決標金額]2,7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19－105/11/1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幼保科專業教室實習親子空間及廊道展示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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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844,000元
[決標金額]2,700,000元
[底價金額]2,7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19
[決標公告日期]105/09/22
[契約編號]A105108030_10510803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7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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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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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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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7/11 16:1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7/1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24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實專用藥品櫃及窗台矮櫃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72,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372,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72,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7/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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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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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7/18 17:00
[開標時間]105/07/19 14: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105年8月31日前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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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陳立賢老師、林淑慧老師，電話：0222191131#6986、
6312。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7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7月1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7/11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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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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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7/21 15:18:3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7/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24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實專用藥品櫃及窗台矮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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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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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5/07/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72,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372,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72,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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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848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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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開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8新北市五股區 成泰路4段15號之5十三樓
[廠商電話]02 22919588
[決標金額]26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7/19－105/08/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3455813
[廠商名稱]瑞光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2592458
[廠商名稱]岳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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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實專用藥品櫃及窗台矮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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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68,000元
[決標金額]268,000元
[底價金額]297,500元
[標比]90.0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68,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瑞光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34,8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岳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16,2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7/19
[決標公告日期]105/07/22
[契約編號]A1051051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97,500元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2/3

2016/7/21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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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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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07 16:2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0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0064
[標案名稱]冷暖變頻分離式空調
[標的分類]財物類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7,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3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是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2月15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33,5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34,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07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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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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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截止投標]105/11/14 17:00
[開標時間]105/11/14 17:1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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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電話：0222191131#8120。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1月1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07 16:20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16431&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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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07 16:2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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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22 10:41:4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0064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冷暖變頻分離式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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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48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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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4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1/0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7,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34,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34,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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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2849196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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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成鑫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 和興路52巷5號
[廠商電話]02 22366768
[決標金額]42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14－105/12/13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79971269
[廠商名稱]大羿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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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變頻分離式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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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鑫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00,000元
[決標金額]428,000元
[底價金額]428,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28,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大羿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39,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14
[決標公告日期]105/11/23
[契約編號]A10521006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2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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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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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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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2 15: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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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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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66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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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19 17:00
[開標時間]105/09/20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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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66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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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2 15:1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66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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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0 16:11:1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1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9/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2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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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20 16:1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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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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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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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27 17:00
[開標時間]105/09/28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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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2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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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20 16:1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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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29 08:3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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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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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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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27 17:00(截止投標時間依招標期限標準第11條第4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
時間代之，順延至105/09/29 17:00截止投標)
[開標時間]105/09/28 09:00(順延後之截止投標時間晚於原開標時間，故開標時間順延至105/09/29
17:00後方可開標，實際開標時間請洽機關(02)22191131分機5415)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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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2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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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20 16:1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7654&area=formal&searchMode=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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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30 15:0: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0/03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9/2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0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50405&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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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30 15:2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10/0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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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0/0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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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8469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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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10/11 17:00
[開標時間]105/10/11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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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0月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10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8469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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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30 15:2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8469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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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11 17:28: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0/12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10/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56933&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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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11 17:3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10/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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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0/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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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9200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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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10/19 17:00
[開標時間]105/10/19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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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0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0月1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2/3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9200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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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0/11 17:3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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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19 18:41:5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0/21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10/1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2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10/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63856&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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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19 19:1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10/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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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15,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0/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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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9972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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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10/27 17:00
[開標時間]105/10/27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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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尚忠菁老師、李麗燕老師、桂湘蓁老師、林慧珍老師、，
電話：0222191131#8120、6911、6948、8138。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0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0月2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2/3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9972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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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0/19 19:1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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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6/11/7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11/7 10:49: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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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12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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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7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0/2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15,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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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315,9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315,9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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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503055
[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2段26號12樓之8
[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金額]99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0/27－106/01/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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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00,000元
[決標金額]990,000元
[底價金額]99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5%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47,1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42,9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0/27
[決標公告日期]105/11/08
[契約編號]A205008_105027_5032_7013_80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9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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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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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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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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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20 09:1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27_8_61_63_74_23_2_3_10_13_4
[標案名稱]護理科教學物品及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45,2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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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45,2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45,2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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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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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27 17:00
[開標時間]105/09/28 10: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耕莘專校耕莘樓3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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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葉秀珍、王慈婷、李麗燕、林慧珍、沈淑芬、尚忠菁、劉
滿婷、林哲華、妝管科林淑慧，電話：0222191131#6916、6921、6911、8138、8130、8120、8114、
6954、6312。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
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回郵請貼足60元以上、招標文件為A4大小、請自
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陳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 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26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
日期：105年9月27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673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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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20 09:1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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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27_8_61_63_74_23_2_3_10_13_4
[標案名稱]護理科教學物品及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45,2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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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345,28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45,28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2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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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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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27 17:00(截止投標時間依招標期限標準第11條第4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
時間代之，順延至105/09/29 17:00截止投標)
[開標時間]105/09/28 10:00(順延後之截止投標時間晚於原開標時間，故開標時間順延至105/09/29
17:00後方可開標，實際開標時間請洽機關(02)22191131分機5413)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耕莘專校耕莘樓3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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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葉秀珍、王慈婷、李麗燕、林慧珍、沈淑芬、尚忠菁、劉
滿婷、林哲華、妝管科林淑慧，電話：0222191131#6916、6921、6911、8138、8130、8120、8114、
6954、6312。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
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回郵請貼足60元以上、招標文件為A4大小、請自
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陳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 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26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
日期：105年9月27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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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20 09:1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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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6 9:5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0/0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27_8_61_63_74_23_2_3_10_13_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護理科教學物品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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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81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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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30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9/2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45,28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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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345,28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345,28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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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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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503055
[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2段26號12樓之8
[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金額]1,0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30－105/12/2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36017096
[廠商名稱]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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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教學物品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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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80,000元
[決標金額]1,035,000元
[底價金額]1,063,000元
[標比]97.3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35,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30
[決標公告日期]105/10/07
[契約編號]27_8_61_63_74_23_2_3_10_13_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63,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0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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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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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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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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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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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04 11: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0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0072_105110096_105210042
[標案名稱]護理科教學用模型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48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8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0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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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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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11/09 17:00
[開標時間]105/11/09 17:1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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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林慧珍老師、葉秀珍老師、劉滿婷老師，電話：02
22191131#8138、6916、8114。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0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1月0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04 11:1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1447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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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04 11:1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1447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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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10 14:33: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1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0072_105110096_105210042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護理科教學用模型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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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12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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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9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1/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8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486,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486,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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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503055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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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2段26號12樓之8
[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金額]35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09－105/12/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4239624
[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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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教學用模型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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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58,000元
[決標金額]358,000元
[底價金額]398,500元
[標比]89.84%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0,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80,000元
[原產地國別3]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78,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64,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09
[決標公告日期]105/11/11
[契約編號]A105210072_105110096_10521004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98,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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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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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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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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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8 17:0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1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81_105108007
[標案名稱]緊急廣播通訊介面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2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2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2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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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578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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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8/25 17:00
[開標時間]105/08/26 09:3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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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課務組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5419、5217。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之回郵信封（A4大
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
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2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8 17:05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578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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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578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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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26 15:8:4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81_105108007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緊急廣播通訊介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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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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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6 09:30
[原公告日期]105/08/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2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52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20,000
[履約地點]臺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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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916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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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南山里南山路127巷18弄20之1號
[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金額]43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8/26－105/10/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緊急廣播通訊介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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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78,400元
[決標金額]432,000元
[底價金額]432,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3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26
[決標公告日期]105/08/29
[契約編號]A105107081_1051080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32,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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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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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22 15:3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1019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用冷凍冷藏櫃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73,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73,2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73,25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22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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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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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11/28 17:00
[開標時間]105/11/28 17:1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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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餐旅科張文智老師，電話：0222191131#821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1月2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22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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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33434&area=formal&searchMode=

3/3

2016/12/1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12/1 16:40:5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2/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1019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用冷凍冷藏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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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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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8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1/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3,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73,25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73,25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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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3783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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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永昌制冷企業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66宜蘭縣三星鄉 宜蘭縣宜蘭市新生里中山路五段222巷39弄72號二樓
[廠商電話]03 9297488
[決標金額]14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28－105/12/2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70931196
[廠商名稱]東森冷凍冷氣行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專業教室用冷凍冷藏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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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制冷企業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59,000元
[決標金額]148,000元
[底價金額]148,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48,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東森冷凍冷氣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28
[決標公告日期]105/12/02
[契約編號]A1052110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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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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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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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24 14:4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10/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0090
[標案名稱]電腦排程智慧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392,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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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84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2月15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52,000元。($184,000*3)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4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10/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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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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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11/07 17:00
[開標時間]105/11/07 17:1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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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11月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0296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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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10/24 14:4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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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17 17:8:5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1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0090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電腦排程智慧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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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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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7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0/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392,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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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84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84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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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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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9160770
[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 南山里南山路127巷18弄20之1號
[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金額]1,536,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07－105/12/0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8709976
[廠商名稱]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27408327
[廠商名稱]鎧創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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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排程智慧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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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729,600元
[決標金額]1,536,500元
[底價金額]1,536,5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06,5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830,000元
[原產地國別3]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4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華昕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4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鎧創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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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5/11/18
[契約編號]A10511009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36,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3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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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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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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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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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0/27 10:2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0/2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0096_105110098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1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76,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是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5年
12月0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240,000元。(輸血加溫器*12+輸血加溫袋*12組)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76,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0/27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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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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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截止投標]105/10/31 17:00
[開標時間]105/11/01 09: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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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理科葉秀珍老師，電話：0222191131#6916。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0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0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0/27 10:2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0614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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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0/27 10:28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0614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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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9 8:49: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1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0096_105110098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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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81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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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1 09:00
[原公告日期]105/10/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1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76,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76,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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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36017096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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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 德行東路109巷102弄11號2樓
[廠商電話]02 28328678
[決標金額]18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01－105/11/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503055
[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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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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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86,000元
[決標金額]186,000元
[底價金額]222,000元
[標比]83.7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6,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42,8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01
[決標公告日期]105/11/10
[契約編號]A105110096_10511009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22,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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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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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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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14 09:4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1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105210104_29_30_5007
[標案名稱]餐飲教學相關設備及物品
[標的分類]財物類445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86,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386,9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是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86,9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14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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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23000&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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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11/18 17:00
[開標時間]105/11/18 17:10
[開標地點]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耕莘專校耕莘樓3樓會議室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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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康餐旅科、護理科吳皇珠、賴明宏，電話：0222191131#8218、
7914。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
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回郵請貼足60元以上、招標文件為A4大小、請自
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陳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 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17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11月18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14 09:49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23000&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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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14 09:4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23000&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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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25 15:57: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2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105210104_29_30_5007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餐飲教學相關設備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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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45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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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8 17:10
[原公告日期]105/11/1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86,9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86,9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86,9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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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3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365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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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泓毓企業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65宜蘭縣羅東鎮 站東路九０號一樓
[廠商電話]03 9530445
[決標金額]33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18－105/12/1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8214545
[廠商名稱]佳仕伯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84158686
[廠商名稱]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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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教學相關設備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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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毓企業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52,229元
[決標金額]333,000元
[底價金額]333,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4,500元
[原產地國別2]法國(France)(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82,000元
[原產地國別3]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16,5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佳仕伯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5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未得標廠商2]
[未得標廠商]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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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日期]105/11/28
[契約編號]105210104_29_30_50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33,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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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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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3/3

1/3

105/04/26 16: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94.32
]
]
]231

112

]
](02)22191131
5415
](02)22192721
]lanny@ctcn.edu.tw
]A105104001_105104015
]
D
]
389 ]
,
]293,380
]
]

4

]
]
49
]293,380
]
]
]
]3.9
]293,380
]
]
]
64

2

]

]
]01
]01
]
]105/04/26
]105/04/26
]
]
]
]
]
]
(

)]
]

]
104
106
]

105
1

10
1

4

1]

]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4/26

2/3

[
[
[
[
[
[
[
[
[
[
[
[
[
[
[
[
[
[
[
[

]
]231

112

]
]
]105/05/02 17:00
]105/05/03 09:00
]
]
]
5%
]
]231
99 ]

100

112
]

]
]105

(
7

)
31

]
]
]
]
]

100

(
[
[

)
]

]
02-22191131#5532
2

D

1

[

]

1

8:00 – 12:00

13:30 – 17:00

2
(

)

A4

112
[
[
[

]
]
] 1.
105 5

[
[
[
[

105
2

4

29

2.

5

]
]
]
]
-

100

5

02-77365529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4/26

3/3

02-23583005
231

74 ;

60000

02-29177777

02-29188888
0800286586
87897554
[
◎

104
02-25621156
110

318 7
3

;
9

14-153
02-87897548

02-

]105/04/26 11:51
41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4/26

_

1/3

105/5/4 15:47:22

:105/05/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94.32
]
]
]231

112

]
]02-22191131
5415
]02-22192721
]lanny@ctcn.edu.tw
]A105104001_105104015
]
]
64
]01
]01
106
1
1
]
D
]
]
(
]
]
]
389
]

2

]

]

)]

]
]105/05/03 09:00
]105/04/26
]293,380
]
]
]
]293,380
]
]
]3.9
]
]293,380
]
(
(
)]

1

)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2016/5/4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
]
]
]
]
]1
1]
]22422291
]
]
]
]
]104
122 4
]02- 25337575
]268,000
]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
]105/05/03 105/07/31
100 ]
]1
1

]
]

D
]

1]
]
]1
]268,000
]268,888
99%
]99.67
1]

]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1]268,000

]001
]105/05/03
]105/05/05
]A105104001_105104015
]
]268,888
]
]268,000
]
]
58

]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2016/5/4

_

[
[
[
[
[

3/3

]
]
]3.10.94.32
]
]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 2016/5/4

1/3

105/05/04 11:04

105/05/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94.32
]
]
]231

112

]
](02)22191131
5415
](02)22192721
]lanny@ctcn.edu.tw
]A105204029
]
]
389 ]
,
]174,300
]
]

4

]
]
49
]174,300
]
]
]
]3.9
]174,300
]
]
]
64

2

]

]
]01
]
]105/05/04
]
]
]
]
]
]
(

)]
]

]
104
106
]

105
1

10
1

4

1]

]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5/4

2/3

[
[
[
[
[
[
[
[
[
[
[
[
[
[
[
[
[
[
[
[

]
]231

112

]
]
]105/05/10 17:00
]105/05/11 09:00
]
]
]
5%
]
]231
99 ]

100

112
]

]
]

(

)
30

]
]
]
]
]

100

(
[
[

)
]

]
02-22191131#7521
1
[

]

1

8:00 – 12:00

13:30 – 17:00

2
(

)

A4

112
[
[
[

]
]
] 1.
105 5

[
[
[
[

105
10

5

9

2.

5

]
]
]
]
-

100

5

02-77365529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5/4

3/3

02-23583005
231

74 ;

60000

02-29177777

02-29188888
0800286586
87897554
[
◎

104
02-25621156
110

318 7
3

;
9

14-153
02-87897548

02-

]105/05/04 11:04
41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 2016/5/4

2016/5/11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5/11 10:54:2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12
[標案案號]A105204029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數位看板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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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11 11:4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1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4029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數位看板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74,3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74,3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74,3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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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校方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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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5/16 17:00
[開標時間]105/05/17 10:3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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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宜蘭校區圖書組陳忠信老師，電話：0222191131#7521。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1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5月1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7634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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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11 11:4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7634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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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4 10:16:3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4029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數位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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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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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7 10:30
[原公告日期]105/05/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74,3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74,3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74,3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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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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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3646916
[廠商名稱]竑立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4臺中市北區 太原路1段480號1樓
[廠商電話]04 22069888
[決標金額]1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5/17－105/06/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移動式學生數位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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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竑立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60,000
[底價金額]161,999
[標比]98.7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5/17
[決標公告日期]105/05/25
[契約編號]A1052040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61,999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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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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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19 15:0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1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9,18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29,18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9,18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1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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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367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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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5/25 17:00
[開標時間]105/05/26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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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
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5月2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367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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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19 15:0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367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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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7 11:24: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7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19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27
[是否刊登公報]否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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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27 14:5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2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9,18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29,18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9,18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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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045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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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01 17:00
[開標時間]105/06/02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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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
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6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045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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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27 14:5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045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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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2 10:50: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2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0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02
[是否刊登公報]否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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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02 15:4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6/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9,18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29,18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9,18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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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5147&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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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08 17:00
[開標時間]105/06/13 14: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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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
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6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5147&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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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02 15:4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5147&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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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13 9:22: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3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3
[是否刊登公報]否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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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13 09:5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6/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29,18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29,185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9,185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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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157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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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6/21 17:00
[開標時間]105/06/22 14: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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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
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6月2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3 09:50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157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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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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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23 14:2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2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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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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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2 14:00
[原公告日期]105/06/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29,18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229,185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29,185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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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30813829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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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1段91號4樓
[廠商電話]02 23914280
[決標金額]22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6/22－105/09/2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西文圖書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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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29,000元
[決標金額]229,000元
[底價金額]229,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29,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6/22
[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契約編號]A10510504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2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2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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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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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1 10:48:4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65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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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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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31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5/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64,147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64,147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147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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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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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9552119
[廠商名稱]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
[廠商電話]02 23683380
[決標金額]13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5/31－105/08/2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4249876
[廠商名稱]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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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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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30,000元
[底價金額]136,300元
[標比]95.3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6,9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5/31
[決標公告日期]105/06/02
[契約編號]A10510506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6,3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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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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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3/3

2016/5/25

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05/25 10:4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65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64,147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64,147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64,147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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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便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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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5/30 17:00
[開標時間]105/05/31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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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館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
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5月3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770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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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25 10:4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7706&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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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31 15:1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3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00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0,33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660,33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60,33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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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257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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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13 17:00
[開標時間]105/06/14 09: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9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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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6957。保固年限：
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0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6月1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2575&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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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31 15:1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2575&area=formal&searchMode=

3/3

2016/6/16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6/16 15:5:5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100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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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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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4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5/3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0,33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660,33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60,33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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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6140698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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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1段396號7樓
[廠商電話]02 27201755
[決標金額]581,15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6/14－105/09/1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視聽資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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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581,150元
[底價金額]581,15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81,15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6/14
[決標公告日期]105/06/17
[契約編號]A105105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81,1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81,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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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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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01 16:4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0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11
[標案名稱]中文電子期刊一批
[標的分類]財物類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299,8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299,8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99,8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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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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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8/10 17:00
[開標時間]105/08/11 10:3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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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朱育瑩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
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
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1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01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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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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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12 13:46:5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11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中文電子期刊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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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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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1 10:30
[原公告日期]105/08/0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99,8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299,8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299,8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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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654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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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 台元一街8號5樓之6
[廠商電話]03 5601296
[決標金額]248,9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8/11－105/11/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中文電子期刊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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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99,770元
[決標金額]248,900元
[底價金額]248,9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48,9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11
[決標公告日期]105/08/15
[契約編號]A10510701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48,9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4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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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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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7 15:17:5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8003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中文電子書凌網(靜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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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契約變更]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2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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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30 10:30
[採購金額]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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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30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00,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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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6541333
[廠商名稱]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5樓之6
[廠商電話]03 5601296
[決標金額]3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5/08/30－105/09/3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中文電子書凌網(靜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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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00,000元
[決標金額]300,000元
[底價金額]30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報價未經減價即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30
[決標公告日期]105/09/08
[契約編號]A1051080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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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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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26 11:5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2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24
[標案名稱]樂圖練團室隔音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67,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567,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67,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2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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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8990&area=formal&searchMode=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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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01 17:00
[開標時間]105/06/02 09: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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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處李慶瑋老師，電話：0222191131#5316。保固年限：1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6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8990&area=formal&searchMode=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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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26 11:5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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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2 14:8: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24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樂圖練團室隔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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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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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2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5/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67,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567,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567,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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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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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4930764
[廠商名稱]雷聲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5臺北市南港區 南港路2段147號7樓
[廠商電話]02 26533215
[決標金額]44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6/02－105/07/0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4472486
[廠商名稱]永泓音樂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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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圖練團室隔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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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聲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40,000元
[底價金額]452,000元
[標比]97.3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4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永泓音樂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82,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6/02
[決標公告日期]105/06/03
[契約編號]A1051050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52,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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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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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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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10 14:0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5/1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4,29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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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504,29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4,29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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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7523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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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5/24 17:00
[開標時間]105/05/25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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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2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5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7523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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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10 14:0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75232&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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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5 10:17: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6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1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2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5/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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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26 13:5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4,29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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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504,29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4,29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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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90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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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02 17:00
[開標時間]105/06/03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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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6月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90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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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26 13:5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8909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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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3 14:35: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4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5/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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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03 17:2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0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4,29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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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504,29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4,29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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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652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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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14 17:00
[開標時間]105/06/15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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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1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6月1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89652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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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03 17:2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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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15 16:40:3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6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6/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6/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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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6/15 17:0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6/1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4,29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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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504,29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4,29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6/1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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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506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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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6/22 17:00
[開標時間]105/06/23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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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
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6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6月2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0506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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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6/15 17:0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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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6/23 15:1:2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6/2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1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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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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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23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6/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4,292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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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504,292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4,292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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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1026506
[廠商名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 集英里21鄰中山北路3段22號
[廠商電話]02 25925252
[決標金額]1,4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6/23－105/08/2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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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50,000元
[決標金額]1,435,000元
[底價金額]1,43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43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6/23
[決標公告日期]105/06/24
[契約編號]A1051050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3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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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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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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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5/10 16: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5/1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4079
[標案名稱]校園空間門禁及節電管制系統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3  其他通用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24,1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424,1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24,1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5/1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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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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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5/16 17:00
[開標時間]105/05/17 09: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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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代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
章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
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
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5月1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5年5月1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
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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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5/10 16:14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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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4 20:21: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2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4079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校園空間門禁及節電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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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393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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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7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5/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24,1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424,1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424,1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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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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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8903514
[廠商名稱]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6新北市土城區 廣福街14巷25號
[廠商電話]02 27269471
[決標金額]36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5/17－105/07/15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空間門禁及節電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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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2
[決標金額]366,000
[底價金額]366,000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66,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5/17
[決標公告日期]105/05/26
[契約編號]A10510407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6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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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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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5 16:3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1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39,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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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139,2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39,25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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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2173&area=formal&searchMode=

1/3

2016/8/15

文字列印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8/29 17:00
[開標時間]105/08/30 09: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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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保固年限：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
（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
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
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2173&area=formal&searchMode=
2/3

2016/8/15

文字列印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5 16:29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2173&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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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30 14:24:1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31

無
法
決
標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1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8/31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29535&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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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30 15: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8/3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39,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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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139,2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39,25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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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3451&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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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06 17:00
[開標時間]105/09/07 10: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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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保固年限：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
（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
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
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3451&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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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30 15:25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63451&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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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7 17:22:3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8

無
法
決
標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3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36200&print_typ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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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8 09:5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139,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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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1,139,2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139,25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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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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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5/09/19 17:00
[開標時間]105/09/20 14: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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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
1.廠商信用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保固年限：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便利袋
（A4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
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
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70150&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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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8 09:5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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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1 12:0: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07011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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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65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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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0 14:00
[原公告日期]105/09/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39,25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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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139,25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139,25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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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3433961
[廠商名稱]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8新北市樹林區 新興街1巷13號6樓
[廠商電話]02 26758072
[決標金額]988,362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20－105/11/1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28002373
[廠商名稱]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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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及LED智慧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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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88,362元
[決標金額]988,362元
[底價金額]1,089,000元
[標比]90.7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88,362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3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20
[決標公告日期]105/09/22
[契約編號]A10520701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8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88,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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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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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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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關
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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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18 17:2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1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74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第四期)追加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32,4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32,4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32,4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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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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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8/25 17:00
[開標時間]105/08/26 10:3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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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之回郵信封（A4大
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
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2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8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18 17:23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583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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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5834&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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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8/29 13:36: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8/3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74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第四期)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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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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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6 10:30
[原公告日期]105/08/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32,4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32,4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32,4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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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385356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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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1段59號7樓
[廠商電話]02 89829851
[決標金額]9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8/26－105/09/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第四期)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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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2,550元
[決標金額]90,000元
[底價金額]95,000元
[標比]94.7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9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8/26
[決標公告日期]105/08/30
[契約編號]A10510707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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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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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8/24 10:3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8/2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78_105107079
[標案名稱]R型火警受信總機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3  其他通用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43,25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343,25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43,25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8/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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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901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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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9/01 17:00
[開標時間]105/09/02 09:3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1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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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6/27起暑
假期間每星期三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
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
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8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8/24 10:34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9018&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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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1959018&area=formal&searchMode=

3/3

2016/9/2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列印時間：105/9/2 15:29:2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05
[標案案號]A105107078_105107079
[標案名稱]R型火警受信總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5/08/2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5/09/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NonAwardAction.do?searchMode=&method=nonAwardContent&pkAtmMain=51932951&print_type=prin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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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09/02 17:1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09/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78_105107079
[標案名稱]R型火警受信總機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3  其他通用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343,25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343,252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343,252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5/09/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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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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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105/09/12 17:00
[開標時間]105/09/13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15日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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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5年9月1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5/09/02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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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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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9/21 11:28: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9/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7078_105107079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R型火警受信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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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393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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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13 10:00
[原公告日期]105/09/0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43,25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343,252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43,252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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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7044299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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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麥巨速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2段53巷3號3樓
[廠商電話]02 27006060
[決標金額]29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9/13－105/09/27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R型火警受信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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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巨速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05,000元
[決標金額]295,000元
[底價金額]299,000元
[標比]98.6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9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9/13
[決標公告日期]105/09/22
[契約編號]A105107078_10510707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9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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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無預算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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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22 16:0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1011_105211022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及監視器主機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65,95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665,95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665,95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22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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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33549&area=formal&searchMode=

1/3

2016/11/22

文字列印

[截止投標]105/11/28 17:00
[開標時間]105/11/29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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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林志祥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
7414。保固年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1月2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22 16:03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33549&area=formal&searc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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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22 16:03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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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2/1 17:12:5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2/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11011_105211022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及監視器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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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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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9 10:00
[原公告日期]105/11/2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5,95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665,95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665,95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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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385356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Tex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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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1段59號7樓
[廠商電話]02 89829851
[決標金額]53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29－105/12/2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及監視器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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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6,058元
[決標金額]533,000元
[底價金額]533,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33,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29
[決標公告日期]105/12/02
[契約編號]A105111011_1052110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33,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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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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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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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18 11:15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5/11/1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 ]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1008
[標案名稱]後級擴大主機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
[預算金額]1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否
[後續擴充]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 ]否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 ]105/11/18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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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http://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029717&area=formal&searchMode=

1/3

2016/11/18

文字列印

[截止投標]105/11/23 17:00
[開標時間]105/11/24 10:00
[開標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業學校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條]否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否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日起15日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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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
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金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施國藩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3。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5年11月2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5年11月2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電話：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 ]105/11/18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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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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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11/28 9:49: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11/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211008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後級擴大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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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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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4 10:00
[原公告日期]105/11/1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150,0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50,0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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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394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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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協義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65宜蘭縣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２段７８號
[廠商電話]03 9568116
[決標金額]1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11/24－105/12/08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後級擴大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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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義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6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5,000元
[決標金額]135,000元
[底價金額]135,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3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11/24
[決標公告日期]105/11/29
[契約編號]A1052110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35,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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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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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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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5/5/27 11:50: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5/05/3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A105105040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省水器材淋浴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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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類423蒸汽產生器(中央暖氣鍋爐除外)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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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26 09:00
[原公告日期]105/05/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398,3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398,3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398,3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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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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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12781705
[廠商名稱]上德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 民生路588號
[廠商電話]03 8471116
[決標金額]33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5/05/26－105/06/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省水器材淋浴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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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利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38,000
[底價金額]338,655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38,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5/05/26
[決標公告日期]105/05/30
[契約編號]A10510504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38,655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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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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