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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二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6/21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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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
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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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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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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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擴充

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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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1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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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
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2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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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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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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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

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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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

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理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
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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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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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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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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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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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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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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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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
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20 17:19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

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

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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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20 17:2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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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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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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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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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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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1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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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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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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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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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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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
理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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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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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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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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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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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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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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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20 17:19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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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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二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7/2 ‧下架/開標日期：2019/7/8‧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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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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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
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7/0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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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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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7/1 16:40:4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2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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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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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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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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6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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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
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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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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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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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擴充

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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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6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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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

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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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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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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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

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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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

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理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
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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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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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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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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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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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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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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
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4 20:12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

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

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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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4 20:4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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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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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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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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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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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6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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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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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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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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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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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
理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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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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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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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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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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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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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4 20:12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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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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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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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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
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

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

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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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6/20 9:24:3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1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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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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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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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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三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7/2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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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
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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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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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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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擴充

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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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7/02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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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
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10 17:00 [開標時間]10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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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

算 [理由]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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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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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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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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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理

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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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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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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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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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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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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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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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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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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01 16:58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
元

 

==關閉視窗==

javascript:close();


2019/7/1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66379&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1/3

列印時間：108/07/01 16:5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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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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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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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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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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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7/02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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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0 17:00

 [開標時間]10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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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理由]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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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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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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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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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護
理科葉秀珍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6312、7318、6916、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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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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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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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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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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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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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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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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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01 16:58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品項編號]4

 [品項名稱]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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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14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874 1/1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三次-第四組決標))
發佈日期： 2019/7/1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
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0 此案為第03次招標公告之部分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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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
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7/1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複數決標案，部分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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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二校區教室用投

影媒體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二組「妝管科專業教事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三組「DB04會
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四組「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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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7/14 14:11:1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16

[標案案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0
此案為第03次招標公告之部分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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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複數決標案，部分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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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二組「妝管科專業教事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三組「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廢標。
第四組「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決標。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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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四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7/17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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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
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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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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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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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擴充

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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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7/17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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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
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23 17:00 [開標時間]108/07/2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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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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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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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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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

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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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
22191131#5217、6312、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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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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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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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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
2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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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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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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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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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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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
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16 14:24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

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
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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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7/16 14:2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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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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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標案名稱]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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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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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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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873,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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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7/17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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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3 17:00

 [開標時間]108/07/2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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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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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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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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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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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管科林淑慧老師、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
話：02-22191131#5217、6312、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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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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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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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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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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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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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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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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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16 14:24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組

 [預算金額]1,324,5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54,000元

 [品項編號]3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預估數量]1
 [單位]批

 [預算金額]23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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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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一、二、三組)
發佈日期： 2019/8/9 ‧下架/開標日期：2019/8/1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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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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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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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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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4 13:30 [原公告日期]108/07/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

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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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

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

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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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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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
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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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4409 [廠商名稱]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

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康寧街159號5樓 [廠商電話]02- 26933558 [決標金

額]1,53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

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

起迄日期]108/07/24－108/09/0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3 [第1品項] [品項名

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單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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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95,000元 [決標

金額]1,190,900元 [底價金額]1,19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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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90,9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

地國別得標金額3]55,000元 [第2品項]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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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

量]3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2,000元 [決標金額]138,000元 [底價金額]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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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8,000元 [第3品
項]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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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9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

額]214,000元 [決標金額]210,100元 [底價金額]21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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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5,000元 [原
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9,1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

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35,000元 [原產地國別4]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4]51,000元 [原產地國別5]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40,00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8/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

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3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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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是 [總決標金額]1,5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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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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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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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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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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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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4 13:30

 [原公告日期]108/07/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8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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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7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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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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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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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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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4409
 [廠商名稱]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康寧街159號5樓 

[廠商電話]02- 26933558 
[決標金額]1,53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24－108/09/0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3
 [第1品項]

 [品項名稱]二校區教室用投影媒體等相關設備
 [單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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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195,000元
 [決標金額]1,190,900元

 [底價金額]1,19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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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90,9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55,000元
 [第2品項]

 [品項名稱]妝管科專業教室視聽控制等相關設備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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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2,000元
 [決標金額]138,000元

 [底價金額]1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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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元
 [原產地國別2]日本(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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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8,000元
 [第3品項]

 [品項名稱]DB04會議中心視聽媒體等相關設備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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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9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4,000元
 [決標金額]210,100元

 [底價金額]21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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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5,000元
 [原產地國別2]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59,1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35,000元
 [原產地國別4]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51,000元
 [原產地國別5]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4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號]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53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5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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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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第四組)
發佈日期： 2019/8/9 ‧下架/開標日期：2019/8/1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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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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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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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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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7/0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

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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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

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

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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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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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
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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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4409 [廠商名稱]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

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康寧街159號5樓 [廠商電話]02- 26933558 [決標金

額]124,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

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

起迄日期]108/07/11－108/09/08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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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單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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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 [得標廠商原始投

標金額]142,080元 [決標金額]124,500元 [底價金額]1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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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複數決標

案，部分決標 [契約編號]4128_124_126_159_132_5047_50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24,5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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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8 15:50:3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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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_124_129_159_132_5047_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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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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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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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7/0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7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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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86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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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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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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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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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4409
 [廠商名稱]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康寧街159號5樓 

[廠商電話]02- 26933558 
[決標金額]124,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11－108/09/08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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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區護理科專業教室視聽媒體麥克風等相關設備
 [單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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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豐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42,080元
 [決標金額]124,500元

 [底價金額]1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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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複數決標案，部分決標 
[契約編號]4128_124_126_159_132_5047_50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24,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2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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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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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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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教學閱卷機
發佈日期： 2019/5/17 ‧下架/開標日期：2019/5/2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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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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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閱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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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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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16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5/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

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
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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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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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

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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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1765 [廠商名稱]銘圃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 安東街67號1樓 [廠商電話]07- 3111259 [決標金額]21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
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5/16－1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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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閱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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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圃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

始投標金額]215,000元 [決標金額]215,000元 [底價金額]2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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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4%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5,000元 [決
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5/16 [決標公告日期]108/05/17 [契約編號]108104145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金額]21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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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16 14:27:4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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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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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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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閱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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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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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16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5/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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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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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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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1765
 [廠商名稱]銘圃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 安東街67號1樓 

[廠商電話]07- 3111259 
[決標金額]21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5/16－1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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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閱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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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圃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5,000元

 [決標金額]215,000元
 [底價金額]2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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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4%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5/16
 [決標公告日期]108/05/17

 [契約編號]10810414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1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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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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教學閱卷機
發佈日期： 2019/5/9 ‧下架/開標日期：2019/5/1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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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145 [標案名稱]教學閱卷機 [標的

分類]財物類449 -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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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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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

採購範圍之金額225,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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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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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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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15 17:00 [開標時間]1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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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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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

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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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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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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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8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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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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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
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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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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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09 15:1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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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145
 [標案名稱]教學閱卷機
 [標的分類]財物類449 -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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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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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225,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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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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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5/15 17:00
 [開標時間]1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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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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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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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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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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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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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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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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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09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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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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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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9 -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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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

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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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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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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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03 17:00 [開標時間]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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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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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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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處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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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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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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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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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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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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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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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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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9 -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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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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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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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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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17:00

 [開標時間]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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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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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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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處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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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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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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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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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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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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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17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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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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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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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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

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69 其他

電力設備及零件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無法決

標公告日期]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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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

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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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5

 
[標案案號]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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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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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69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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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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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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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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9 -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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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

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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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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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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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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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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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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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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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處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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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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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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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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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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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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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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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4 10:3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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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標案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69 -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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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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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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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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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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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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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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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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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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處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5419。保固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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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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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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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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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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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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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4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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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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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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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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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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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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

正日期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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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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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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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

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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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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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06/12－108/08/1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200 [已僱用原住民人

數]100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50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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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0元 [決標金額]1,460,000元 [底價金額]1,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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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2 [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3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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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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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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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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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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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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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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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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5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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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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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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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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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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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2－108/08/1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200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100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50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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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0元
 [決標金額]1,460,000元

 [底價金額]1,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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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32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4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4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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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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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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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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軟體授權
發佈日期： 2019/5/2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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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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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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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

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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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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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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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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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7:00 [開標時間]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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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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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

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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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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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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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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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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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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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

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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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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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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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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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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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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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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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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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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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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7:00

 [開標時間]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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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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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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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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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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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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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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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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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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2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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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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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軟體授權
發佈日期： 2019/6/1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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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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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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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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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

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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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1

 
[標案案號]10810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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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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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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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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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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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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軟體授權(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1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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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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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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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

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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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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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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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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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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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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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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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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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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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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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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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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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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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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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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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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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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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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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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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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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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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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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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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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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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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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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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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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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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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0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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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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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軟體授權
發佈日期： 2019/6/25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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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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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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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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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

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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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

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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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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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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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98783 [廠商名

稱]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6臺中市北屯

區 平福里大連路二段221號2樓 [廠商電話]02- 2585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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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9－10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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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

始投標金額]2,755,460元 [決標金額]2,700,000元 [底價金額]2,752,000元 [標比]98.11% [原產地國別1]
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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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5 [契約編號]10810504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7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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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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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2 10:12:1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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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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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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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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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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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7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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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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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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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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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98783

 [廠商名稱]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6臺中市北屯區 平福里大連路二段221號2樓 
[廠商電話]02- 2585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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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9－10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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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755,460元

 [決標金額]2,700,000元
 [底價金額]2,752,000元
 [標比]98.11%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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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5
 [契約編號]10810504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75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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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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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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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1 ‧下架/開標日期：2019/5/2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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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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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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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

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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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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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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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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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8 17:00 [開標時間]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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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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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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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

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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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
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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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7日〈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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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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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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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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

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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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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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1 17:1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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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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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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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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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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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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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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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8 17:00
 [開標時間]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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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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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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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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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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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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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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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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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1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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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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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3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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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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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

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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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無法決標公告

日期]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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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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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5/29 16:56:2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5/30

 
[標案案號]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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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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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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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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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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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5/2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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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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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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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

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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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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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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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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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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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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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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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

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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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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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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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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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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

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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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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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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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標案名稱]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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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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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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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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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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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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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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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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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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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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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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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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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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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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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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9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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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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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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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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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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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5/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

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60,53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

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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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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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

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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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803 [廠商名稱]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寶橋路235巷131號8樓之1 [廠商電話]02- 89191510 [決標金額]815,000元 [得
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

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06/05－1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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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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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傑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60,532元 [決標金額]815,000元 [底價金

額]816,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8% [原產地國別1]瑞士

(Switzer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1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05 [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1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
決標金額]8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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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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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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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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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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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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5/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60,532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86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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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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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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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803
 [廠商名稱]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 寶橋路235巷131號8樓之1 

[廠商電話]02- 89191510 
[決標金額]81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05－1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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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安全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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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60,532元

 [決標金額]815,000元
 [底價金額]816,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8%
 [原產地國別1]瑞士(Switzer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15,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1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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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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3 ‧下架/開標日期：2019/5/2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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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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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

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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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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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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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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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8 17:00 [開標時間]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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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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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

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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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

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 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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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

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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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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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8年5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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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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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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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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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2 17:3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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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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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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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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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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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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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2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33039&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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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8 17:00
 [開標時間]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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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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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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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 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

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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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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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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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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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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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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2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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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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3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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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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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

告日期]108/05/3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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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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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5/30

 
[標案案號]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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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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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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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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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5/2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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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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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

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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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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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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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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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

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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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 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

業同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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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

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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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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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截止日期：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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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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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
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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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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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9 16:5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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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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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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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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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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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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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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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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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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 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

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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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附加說明]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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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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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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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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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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9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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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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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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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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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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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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09:00 [原公告日

期]108/05/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08,24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

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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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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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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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2373 [廠商名稱]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
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 基隆路1段10號3樓之1 [廠商電話]02-
27635787 [決標金額]4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

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05－1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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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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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8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50,000元 [決標金額]450,000
元 [底價金額]45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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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6% [原
產地國別1]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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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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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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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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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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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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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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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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09:00
 [原公告日期]108/05/2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08,24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0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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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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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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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2373
 [廠商名稱]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 基隆路1段10號3樓之1 

[廠商電話]02- 27635787 
[決標金額]45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05－1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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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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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8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50,000元

 [決標金額]450,000元
 [底價金額]45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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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6%
 [原產地國別1]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5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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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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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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圖書館自動化雲端虛擬系統主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2 ‧下架/開標日期：2019/5/2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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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1_108105062 [標案名稱]圖書

館自動化雲端虛擬系統主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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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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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

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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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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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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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5/28 17:00 [開標時間]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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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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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

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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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

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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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主機3年；系統自驗後合格後須提出供1年
技術諮詢服務(依照維護合約規定範圍或採單次叫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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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5月28日下午5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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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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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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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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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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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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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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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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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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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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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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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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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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17:00
 [開標時間]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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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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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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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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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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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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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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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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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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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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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1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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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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3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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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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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
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5/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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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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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5/31

 
[標案案號]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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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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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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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無廠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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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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5/3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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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

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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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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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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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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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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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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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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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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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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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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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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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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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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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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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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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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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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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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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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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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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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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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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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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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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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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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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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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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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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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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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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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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30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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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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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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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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
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6/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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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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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6/5 17:19:2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5

 
[標案案號]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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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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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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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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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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

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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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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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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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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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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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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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7:00 [開標時間]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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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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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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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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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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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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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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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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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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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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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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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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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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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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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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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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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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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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7:00
 [開標時間]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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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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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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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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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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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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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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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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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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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5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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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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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5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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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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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依據

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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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

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90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

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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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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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

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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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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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

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
約起迄日期]108/06/13－10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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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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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000元 [決標金

額]824,000元 [底價金額]849,600元 [標比]96.99%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14,0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3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5 [契約編號]108105069 [是否刊登

公報]是 [底價金額]849,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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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4 13:44:4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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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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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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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906,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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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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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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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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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3－10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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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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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000元

 [決標金額]824,000元
 [底價金額]849,600元
 [標比]96.99%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61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3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5
 [契約編號]10810506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49,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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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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儀器等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2 ‧下架/開標日期：2019/5/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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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69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

學用儀器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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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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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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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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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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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5/29 17:00 [開標時間]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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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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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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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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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

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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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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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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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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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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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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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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2 09:2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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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76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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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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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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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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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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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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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17:00
 [開標時間]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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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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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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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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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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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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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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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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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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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2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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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30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773 1/1

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發佈日期： 2019/5/3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076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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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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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
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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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5/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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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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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5/31

 
[標案案號]108105076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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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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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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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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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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5/3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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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76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

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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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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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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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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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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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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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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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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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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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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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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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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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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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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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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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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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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30 16:4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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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76
 [標案名稱]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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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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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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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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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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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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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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4 17:00
 [開標時間]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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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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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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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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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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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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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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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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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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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30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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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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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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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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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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5/31 原公告日

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44,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
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

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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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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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

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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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9624 [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

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1段82巷9弄2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金

額]33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

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

起迄日期]108/06/05－1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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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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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30,000元 [決標金額]330,000元 [底價

金額]448,000元 [標比]73.6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

金額1]22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0,000元 [原產地國別3]
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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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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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76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底價金額]44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

算之預估金額]否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顯偏低之說明]1.「決標金額 」與「預算金額」計算方式不

同。 2.得標廠商提供之產品因產地不同，價格也會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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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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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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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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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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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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5/3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44,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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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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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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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04239624
 [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1段82巷9弄2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金額]33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05－1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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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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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30,000元
 [決標金額]330,000元

 [底價金額]448,000元
 [標比]73.6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20,0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0,000元

 [原產地國別3]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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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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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07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4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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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顯偏低之說明]1.「決標金額 」與「預算金額」計算方式不同。 2.得

標廠商提供之產品因產地不同，價格也會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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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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發佈日期： 2019/6/1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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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

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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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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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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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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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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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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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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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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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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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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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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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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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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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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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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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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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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0 16:5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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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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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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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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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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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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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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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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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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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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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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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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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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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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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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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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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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發佈日期： 2019/6/2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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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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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
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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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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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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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0

 
[標案案號]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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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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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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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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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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第二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6/1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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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

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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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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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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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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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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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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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17:00 [開標時間]108/06/2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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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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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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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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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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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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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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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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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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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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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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標案名稱]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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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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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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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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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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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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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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17:00
 [開標時間]108/06/2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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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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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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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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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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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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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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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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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9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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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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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發佈日期： 2019/7/4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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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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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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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5:00 [原公告日期]108/06/19 原公告日

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8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
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

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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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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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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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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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

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10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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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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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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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800元 [決標

金額]382,000元 [底價金額]383,96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
比]99.49% [原產地國別1]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82,00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8/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1051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

金額]383,96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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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3 13:56: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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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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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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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5:00
 [原公告日期]108/06/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8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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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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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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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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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10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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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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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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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800元

 [決標金額]382,000元
 [底價金額]383,96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49%
 [原產地國別1]荷蘭(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38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1051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83,96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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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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8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採購類

別 : 採購-醫療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18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6月25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6月26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

金額 : 391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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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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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

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護理科李靜

雯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69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30日止

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04,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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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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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
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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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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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498068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醫療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18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6月25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6月26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1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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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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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護理科李靜雯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
69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04,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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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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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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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決標公告 : 尚無決標公告(加值會員專用)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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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512768 公佈日期 : 108年6月26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開標

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

招標 : 否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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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12768
公佈日期 : 108年6月26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開標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8年6月18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台灣採購公報網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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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27 ‧下架/開標日期：2019/7/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採購類

別 : 採購-醫療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

額 : 391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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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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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

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護理科李靜

雯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69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30日止

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04,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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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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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
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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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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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02814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醫療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1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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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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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護理科李靜雯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
69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04,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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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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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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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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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佈日期 : 2019/7/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決標廠商 :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295,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391,98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24,25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品項

名稱 : 嬰兒安妮$64,000、多功能男/女導尿模型$2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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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685773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7/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決標廠商 : (請登入會員) 其他資訊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請登入會員)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請登入會員)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24,250 元整
決標日期 : (請登入會員)
品項名稱 : (請登入會員)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5105、108105117
採購名稱 : 幼保科、護理科專業教室用教學模型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醫療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1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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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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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幼保科陳脩文老師、護理科李靜雯老師，電話：02-22191131#6212、
69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104,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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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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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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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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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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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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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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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11:00 [原公告日

期]108/06/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46,76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

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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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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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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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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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0－108/07/19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3130651 [廠商名稱]魯迅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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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105元 [決標金額]477,000元 [底價金額]4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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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77,000元 [未
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魯迅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3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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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6 [契約編號]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77,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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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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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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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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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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546,765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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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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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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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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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0－108/07/19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3130651

 [廠商名稱]魯迅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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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105元
 [決標金額]477,000元

 [底價金額]4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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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77,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魯迅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3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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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6

 [契約編號]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77,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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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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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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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11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808 1/2

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電腦類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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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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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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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

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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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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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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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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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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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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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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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22191131#5523、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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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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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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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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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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

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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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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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1 16:26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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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19_105121_105066_1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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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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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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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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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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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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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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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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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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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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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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劉志銘老師，電話：02-
22191131#5523、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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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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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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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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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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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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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2019/6/11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48899&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3/3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1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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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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19/5/2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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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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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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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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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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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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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12 17:00 [開標時間]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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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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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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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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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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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1日〈本校收受以

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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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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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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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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

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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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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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9 16:2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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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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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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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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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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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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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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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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7:00
 [開標時間]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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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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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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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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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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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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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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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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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9 16:24

  



2019/5/29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38766&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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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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19/6/1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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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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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

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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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4 [無法決

標公告日期]1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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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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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6/13 14:53:3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4

 
[標案案號]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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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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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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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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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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中文圖書(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1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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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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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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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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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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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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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24 17:00 [開標時間]1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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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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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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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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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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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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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1日〈本校收受

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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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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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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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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

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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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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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3 15:3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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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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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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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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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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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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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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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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4 17:00
 [開標時間]1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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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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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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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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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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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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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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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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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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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3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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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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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19/7/4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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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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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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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

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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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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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

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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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15789 [廠商名稱]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

別]其他 [廠商地址]702臺南市南區 彰南里新義南路23號 [廠商電話]06- 2912919 [決標金額]217,877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06/25－108/09/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5134324 [廠商

名稱]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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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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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寶國際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7,877元 [決標金額]217,877元 [底價金

額]234,600元 [標比]92.8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

額1]217,877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

額]2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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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1051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

金額]234,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7,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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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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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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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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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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1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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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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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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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0615789
 [廠商名稱]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702臺南市南區 彰南里新義南路23號 

[廠商電話]06- 2912919 
[決標金額]217,877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5－108/09/2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05134324

 [廠商名稱]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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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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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17,877元
 [決標金額]217,877元

 [底價金額]234,600元
 [標比]92.8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17,877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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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1051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4,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17,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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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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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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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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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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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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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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
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8,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

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

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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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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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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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9624 [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

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1段82巷9弄2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金額]486,600元 [得標

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

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1
－108/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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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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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

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33,600元 [決標金額]486,600元 [底價金額]48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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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

地國別得標金額1]486,6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1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

編號]10810513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86,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8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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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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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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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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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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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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03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68,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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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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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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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9624
 [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1段82巷9弄28號1樓 

[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金額]486,6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1－108/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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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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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33,600元

 [決標金額]486,600元
 [底價金額]48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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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86,6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1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13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86,6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8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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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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發佈日期： 2019/6/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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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3 [標案名稱]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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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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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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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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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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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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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17:00 [開標時間]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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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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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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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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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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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6日〈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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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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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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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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

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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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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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3 14:1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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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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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3
 [標案名稱]雙相位心臟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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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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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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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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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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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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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17:00
 [開標時間]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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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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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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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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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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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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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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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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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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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3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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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21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836 1/1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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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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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

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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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1:00 [原公告日

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2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

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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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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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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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53301 [廠商名稱]德星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

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3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3段76號14樓 [廠商電話]02-
25986358 [決標金額]349,2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

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2－1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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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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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90,000元 [決標金

額]349,200元 [底價金額]34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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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0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1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

金額]349,2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4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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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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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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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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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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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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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11: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82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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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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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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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53301

 [廠商名稱]德星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3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3段76號14樓 
[廠商電話]02- 25986358 
[決標金額]349,2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2－1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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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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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390,000元

 [決標金額]349,200元
 [底價金額]34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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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1051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349,2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34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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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10:48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更正公告

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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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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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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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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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1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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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公告日]108/06/05
 [原公告日]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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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5 文字列印

https://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42270&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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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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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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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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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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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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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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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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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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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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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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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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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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更正）
發佈日期： 2019/6/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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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

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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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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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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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

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1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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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公告日]108/06/05 [原公告日]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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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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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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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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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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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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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

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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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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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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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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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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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

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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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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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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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

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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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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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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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31日止

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1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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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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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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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17:00 [開標時間]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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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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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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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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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

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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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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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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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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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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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
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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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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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3 16: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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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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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34
 [標案名稱]生命徵象教學模擬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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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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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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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1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4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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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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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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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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17:00
 [開標時間]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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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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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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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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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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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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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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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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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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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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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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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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8‧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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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

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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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

購]否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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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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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

日]108/06/04 [原公告日]108/06/03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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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17 17:00
[開標時間]108/06/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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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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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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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妝管科林淑慧老師，電話：02-22191131#6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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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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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8年6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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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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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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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
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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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31 17:24 [品項編

號]1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

定器 [預估數量]4 [單位]台 [預算金額]310,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

層析儀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7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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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3 08:31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日：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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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
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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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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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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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序號]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公告日]108/06/04
 [原公告日]108/06/03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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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3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41379&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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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17 17:00
 [開標時間]108/06/1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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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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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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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妝管科林淑慧老師，電話：02-22191131#6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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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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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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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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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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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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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31 17:24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定

器
 [預估數量]4

 [單位]台
 [預算金額]310,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層析儀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7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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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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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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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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

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

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

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9 [無法決

標公告日期]108/06/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

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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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9

 
[標案案號]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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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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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2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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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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1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6‧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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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

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

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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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

購]否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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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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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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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25 17:00 [開標時間]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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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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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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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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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妝管科林淑慧老師，電話：02-22191131#6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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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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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8年6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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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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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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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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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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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8 15:21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定器

[預估數量]4 [單位]台 [預算金額]310,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層析

儀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7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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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8 15:2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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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 - 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
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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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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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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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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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5 17:00
 [開標時間]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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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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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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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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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妝管科林淑慧老師，電話：02-22191131#6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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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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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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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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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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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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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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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8 15:21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定

器
 [預估數量]4

 [單位]台
 [預算金額]310,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層析儀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7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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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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23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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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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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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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

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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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

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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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

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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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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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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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2737 [廠商名

稱]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

區 康寧街169巷31號13樓、13樓之1、之2、之3 [廠商電話]02- 26959688 [決標金額]265,000元 [得標

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

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
－108/08/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03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0 [已僱用身

心障礙者人數]1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4035364 [廠商名稱]建順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

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4新北市永和區 林森路82號(1樓) [廠商電話]02- 32336919
[決標金額]619,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

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108/08/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3] [廠商代

碼]86485572 [廠商名稱]康得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2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度測定器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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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

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90,000元 [決標金額]265,000元 [底價金額]267,000元 [標
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2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2,5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

標金額2]212,500元 [第2品項]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層析儀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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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順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

商原始投標金額]660,000元 [決標金額]619,500元 [底價金額]633,000元 [標比]97.87% [原產地國別1]日
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19,5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康得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 [標價金額]69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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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8/07/23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

號]108105141_10810516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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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88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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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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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7/22 16:38:3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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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41_10810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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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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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標的分類]財物類482做為測量、檢查、航行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
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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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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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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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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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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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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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2737

 [廠商名稱]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1新北市汐止區 康寧街169巷31號13樓、13樓之1、之2、之3 
[廠商電話]02- 26959688 
[決標金額]26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108/08/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是

 [僱用員工總人數]103
 [已僱用原住民人數]0
 [已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1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4035364

 [廠商名稱]建順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34新北市永和區 林森路82號(1樓) 
[廠商電話]02- 32336919 
[決標金額]619,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6－108/08/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86485572

 [廠商名稱]康得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決標品項數]2

 [第1品項]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COD及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微電腦PH/氧化還原電位/溫

度測定器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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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泰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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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265,000元
 [底價金額]267,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25%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2,500元
 [原產地國別2]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212,500元
 [第2品項]

 [品項名稱]化學實驗室教學儀器設備-液相層析儀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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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順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60,000元
 [決標金額]619,500元

 [底價金額]633,000元
 [標比]97.87%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19,5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康得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9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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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決標公告日期]108/07/23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號]108105141_10810516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8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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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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8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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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

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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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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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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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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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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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01 17:00 [開標時間]1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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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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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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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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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02-22191131#5115。保固年限：顯微鏡1年、除濕

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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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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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8年6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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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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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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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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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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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7 14:30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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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7 14:3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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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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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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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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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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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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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1 17:00

 [開標時間]1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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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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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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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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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02-22191131#5115。保固年限：顯微鏡
1年、除濕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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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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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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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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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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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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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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7 14:30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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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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3 ‧下架/開標日期：2019/7/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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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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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

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

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3 [無法決標公告

日期]108/07/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

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

說明]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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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3

[標案案號]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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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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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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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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3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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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

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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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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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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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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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3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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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10 17:00 [開標時間]108/07/1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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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理由]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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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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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

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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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

02-22191131#5115。保固年限：顯微鏡1年、除濕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
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
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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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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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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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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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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
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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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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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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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02 08:58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

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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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7/02 08:5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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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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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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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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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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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3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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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0 17:00

 [開標時間]108/07/1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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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5%計算

 [理由]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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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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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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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02-22191131#5115。保固年限：顯微鏡
1年、除濕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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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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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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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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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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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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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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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02 08:58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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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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1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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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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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

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

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無法決標公告

日期]108/07/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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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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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16

[標案案號]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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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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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是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9 其他製造商品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執行現況] 全案均無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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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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第三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7/1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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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

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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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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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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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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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

日]108/07/16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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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22 17:00 [開標時間]10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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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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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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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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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02-22191131#5115。
保固年限：顯微鏡1年、除濕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

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

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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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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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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18日〈本校收受

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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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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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
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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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

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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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

間]108/07/14 15:03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

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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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7/14 15:0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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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標案名稱]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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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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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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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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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8/07/16

 [是否複數決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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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2 17:00

 [開標時間]10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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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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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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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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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劉薏蓉老師，電話：02-22191131#5115。保固年限：顯微鏡
1年、除濕儲藏櫃5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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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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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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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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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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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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14 15:03

 [品項編號]1
 [品項名稱]顯微鏡

 [預估數量]2
 [單位]組

 [預算金額]1,044,000元
 [品項編號]2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預估數量]1

 [單位]台
 [預算金額]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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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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8/17 ‧下架/開標日期：2019/8/2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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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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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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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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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3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7/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

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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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

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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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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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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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4866 [廠商名稱]
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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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華

街1巷26號(1樓) [廠商電話]02- 29807936 [決標金額]98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

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23－108/09/2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

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2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顯微鏡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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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7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

額]960,480元 [決標金額]885,000元 [底價金額]887,3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

價以內 [標比]99.74%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85,000元 [第2
品項]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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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5,000元 [決標金

額]100,000元 [底價金額]101,850元 [標比]98.1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23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號]108105177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89,1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

開]是 [總決標金額]9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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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8 14:55: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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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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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實驗室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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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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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3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7/1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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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17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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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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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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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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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4866
[廠商名稱]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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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華街1巷26號(1樓) 
[廠商電話]02- 29807936 
[決標金額]98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23－108/09/20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2
[第1品項]
[品項名稱]顯微鏡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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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7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60,480元
[決標金額]885,000元
[底價金額]887,3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74%
[原產地國別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85,000元
[第2品項]
[品項名稱]電子除濕儲藏櫃
[單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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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川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05,000元
[決標金額]100,000元
[底價金額]101,850元
[標比]98.1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0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23
[決標公告日期]108/08/09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號]108105177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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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989,1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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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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發佈日期： 2019/10/14 ‧下架/開標日期：2019/10/2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採購類別 : 採購-家電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鈺霖(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
10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2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9253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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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蕭慧瑛、教務處卓昱宏、

嬰幼兒保育科陳脩文，電話：02-22191131#6513、5217、6212。保固年限：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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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鈺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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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8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21日17:00之前送

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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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5153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採購類別 : 採購-家電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鈺霖(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2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9253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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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蕭慧瑛、教務處卓昱宏、嬰幼兒保育科陳脩文，電話：
02-22191131#6513、5217、6212。保固年限：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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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鈺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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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8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21日17:00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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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發佈日期： 2019/10/22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547878 公佈日期:108年10月22日 採購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108109040-
66-11043 採購案名: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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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原招標日期:1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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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音響設備及投影機(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10/23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採購類別 : 採購-家電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公開招標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2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1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9253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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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

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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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蕭慧瑛老師、教務處卓昱

宏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電話：02-22191131#6513、5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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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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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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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57080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採購類別 : 採購-家電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公開招標(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2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1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9253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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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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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蕭慧瑛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
電話：02-22191131#6513、5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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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8日〈本校收受以
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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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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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發佈日期： 2019/10/30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74911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10/30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
購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決標廠商 : 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決標

金額 : 新台幣 807,600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925,3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807,6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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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74911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10/30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決標廠商 : (請登入會員)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請登入會員)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請登入會員)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807,600 元整
決標日期 : (請登入會員)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40-66-71-110043
採購名稱 : 音響設備及投影機
採購類別 : 採購-家電用品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公開招標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2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9日 17:1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9253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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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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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蕭慧瑛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
電話：02-22191131#6513、5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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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8日〈本校收受
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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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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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911 1/1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PVQC 軟體
發佈日期： 2019/10/3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734924 公佈日期 : 2019/10/3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9059
採購名稱 : PVQC 軟體 決標廠商 :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199,3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24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99,3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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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73492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10/3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9059
採購名稱 : PVQC 軟體
決標廠商 : (加值會員專用)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99,300 元整
決標日期 : (加值會員專用)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59
採購名稱 : PVQC 軟體
採購類別 : 採購-電腦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9月2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3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0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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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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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陳智怡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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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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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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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6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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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PVQC 軟體
發佈日期： 2019/9/26 ‧下架/開標日期：2019/10/3‧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59 採購名稱 : PVQC 軟體 採購類別 : 採購-電腦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

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9月2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3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0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
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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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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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

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

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陳智怡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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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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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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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43413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59(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PVQC 軟體
採購類別 : 採購-電腦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9月2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3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0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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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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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陳智怡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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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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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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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5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2917 1/1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發佈日期： 2019/10/15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740162
公佈日期 : 2019/10/1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9091
採購名稱 : 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決標廠商 :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346,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36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56,9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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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740162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10/1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109091
採購名稱 : 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決標廠商 : (加值會員專用)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56,900 元整
決標日期 : (加值會員專用)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91
採購名稱 : 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採購類別 : 採購-教材及訓練器材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3:45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60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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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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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保固年限：1年。校方
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15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9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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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0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14日下午13時45分正〈本
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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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發佈日期： 2019/10/3 ‧下架/開標日期：2019/10/1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91 採購名稱 : 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採購類別 : 採購-教材及訓練器
材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
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3日 截止收
件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3:45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60000 押標
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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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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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
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15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90,000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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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14日下午13時45分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
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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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46842

公告單位案號 : 10810909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全身多功能QPCR甦醒訓練模型
採購類別 : 採購-教材及訓練器材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3:45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60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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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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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口照科-吳慧珊老師，電話：02-22191131#6613。保固年限：1年。校方
得自決標日起至108年12月15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9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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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0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14日下午13時45分正〈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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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感應讀卡機
發佈日期： 2019/5/3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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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
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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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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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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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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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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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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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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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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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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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圖書

組陳忠信老師、宜蘭學務組黃玟潔老師、新店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7521、
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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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

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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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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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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

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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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
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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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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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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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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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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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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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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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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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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1 17:00
 [開標時間]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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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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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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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圖書組陳忠信老師、宜蘭學務組黃玟潔老師、新店營保組許
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752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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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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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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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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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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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31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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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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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感應讀卡機
發佈日期： 2019/6/1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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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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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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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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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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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3

 
[標案案號]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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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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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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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3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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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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感應讀卡機（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12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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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
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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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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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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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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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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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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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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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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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圖書組陳忠信老師、宜蘭學務組黃玟潔老師、新店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
22191131#752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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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1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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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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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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
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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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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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2 14:03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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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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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標案名稱]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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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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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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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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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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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17:00
 [開標時間]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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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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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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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圖書組陳忠信老師、宜蘭學務組黃玟潔老師、新店營保組許
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752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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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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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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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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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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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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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2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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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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感應讀卡機
發佈日期： 2019/6/2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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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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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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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12 原公告日期

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94,2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

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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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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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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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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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5920 [決標金額]59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

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0－1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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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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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82,500元 [決標金

額]594,000元 [底價金額]5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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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00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8/06/20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6 [契約編號]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94,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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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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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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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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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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94,20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69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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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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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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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5920 
[決標金額]594,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0－1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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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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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82,500元

 [決標金額]594,000元
 [底價金額]5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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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6/20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6

 [契約編號]108205007_108205049_10810414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94,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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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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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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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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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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

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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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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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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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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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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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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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陳秀妹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
22191131#8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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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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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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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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5日〈本校收

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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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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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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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
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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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

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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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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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2 16: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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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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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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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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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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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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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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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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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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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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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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陳秀妹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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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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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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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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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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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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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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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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2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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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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8 ‧下架/開標日期：2019/7/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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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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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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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8/06/2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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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

說明]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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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8

[標案案號]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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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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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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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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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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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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28 ‧下架/開標日期：2019/7/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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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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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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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

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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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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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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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0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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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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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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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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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陳秀妹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
22191131#8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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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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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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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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5日〈本校收

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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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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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
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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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

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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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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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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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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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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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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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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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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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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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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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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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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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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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陳秀妹老師、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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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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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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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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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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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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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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27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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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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7/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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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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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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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15:00 [原公告日期]108/06/28 原公告日

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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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

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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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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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

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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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77460 [廠商名稱]榮恩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

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立信三街8號6樓 [廠商電話]02- 89932712 [決標金額]83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07/09－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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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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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恩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91,700元 [決標金額]836,000
元 [底價金額]8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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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7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09 [決標公

告日期]108/07/25 [契約編號]108205027_1082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36,000元 [底價金

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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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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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7/24 9:31:1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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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27_1082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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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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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15:00
 [原公告日期]108/06/2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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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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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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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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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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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77460

 [廠商名稱]榮恩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立信三街8號6樓 
[廠商電話]02- 89932712 
[決標金額]83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09－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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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影音自學等相關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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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恩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91,700元

 [決標金額]836,000元
 [底價金額]8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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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7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7/09
 [決標公告日期]108/07/25

 [契約編號]108205027_1082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36,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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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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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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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3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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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31_108205054_108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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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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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09: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
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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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

開]是 [預算金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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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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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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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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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5段609巷12號7樓之9 [廠商電話]02-
26000082 [決標金額]2,0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

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

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9－108/08/0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0603239 [廠商名稱]津品棧企業社(獨資)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投標廠商3] [廠
商代碼]80092488 [廠商名稱]偵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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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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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000元 [決標金

額]2,000,000元 [底價金額]2,006,7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
比]99.6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0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津品棧企業社(獨資)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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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標價偏低理由]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

期]108/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205031、108205054、108105035 [是否刊登公

報]是 [底價金額]2,006,7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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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1 17:17:5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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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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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31_108205054_108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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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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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09:00
 [原公告日期]108/06/0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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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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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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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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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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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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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5段609巷12號7樓之9 
[廠商電話]02- 26000082 
[決標金額]2,0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9－108/08/02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0603239

 [廠商名稱]津品棧企業社(獨資)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商業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80092488
 [廠商名稱]偵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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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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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000元

 [決標金額]2,000,000元
 [底價金額]2,006,7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67%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0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津品棧企業社(獨資)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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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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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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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8/06/24

 [契約編號]108205031、108205054、108105035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006,7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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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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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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31_108205054_108105035 [標
案名稱]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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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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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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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
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4,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

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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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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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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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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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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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

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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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圖書組陳忠信老師、總務組謝明志老師、新店校區-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

02-22191131#752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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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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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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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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
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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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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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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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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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04 13:4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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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31_108205054_108105035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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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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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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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4,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5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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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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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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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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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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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圖書組陳忠信老師、總務組謝明志老師、新店校區-營保
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752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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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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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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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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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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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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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4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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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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4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5‧聯絡人：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傢俱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02)22192721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6月2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6月25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NT$126,6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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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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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

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組黃文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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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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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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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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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2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512147 公佈日期 : 108年6月2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開標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

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8
年6月14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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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12147
公佈日期 : 108年6月2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開標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8年6月14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台灣採購公報網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default.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ShowDetail.ASP?RecNo=349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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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第二認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27 ‧下架/開標日期：2019/7/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傢俱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
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
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266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
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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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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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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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
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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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

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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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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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028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05048(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傢俱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小姐(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266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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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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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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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
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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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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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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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68577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7/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

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決標廠商 : 連策企業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
台幣 108,5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126,6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11,45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8年
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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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68577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7/5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決標廠商 : (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資訊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11,450 元整
決標日期 : (加值會員專用)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05048
採購名稱 : 會議中心鏡子組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傢俱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連絡人 : 蕭小姐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6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7月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7月4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266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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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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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
及其附件等等)。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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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
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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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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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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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LED智慧照明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5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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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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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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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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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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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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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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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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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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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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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
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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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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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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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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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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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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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
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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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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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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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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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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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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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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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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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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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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7:00

 [開標時間]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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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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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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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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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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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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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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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2019/6/4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43674&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3/3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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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04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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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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LED智慧照明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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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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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
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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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

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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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

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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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0

 
[標案案號]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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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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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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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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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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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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LED智慧照明設備(第二次開標)
發佈日期： 2019/6/2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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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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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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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
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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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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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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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

標]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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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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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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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
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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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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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5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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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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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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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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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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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
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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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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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19 10:5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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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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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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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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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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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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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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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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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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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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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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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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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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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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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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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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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9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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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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LED智慧照明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5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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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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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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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7 14:00 [原公告日

期]108/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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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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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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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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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5762 [廠商名稱]波意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新北大道3段67號15樓之2 [廠商電

話]07- 5588655 [決標金額]873,265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

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

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7－108/09/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53433961 [廠商名稱]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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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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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意設計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73,265元 [決標金

額]873,265元 [底價金額]1,088,000元 [標比]80.2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73,265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

合格]是 [標價金額]1,054,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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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5 [契約編號]108205050 [是否刊登公

報]是 [底價金額]1,08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7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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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javascript:close();


2019/7/4 決標管理_文字列印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method=inquiry&pkAtmMain=0&print_type=print… 1/3

列印時間：108/7/4 15:56: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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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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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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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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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229,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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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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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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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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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5762

 [廠商名稱]波意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新北大道3段67號15樓之2 
[廠商電話]07- 5588655 
[決標金額]873,265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27－108/09/24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53433961

 [廠商名稱]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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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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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意設計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73,265元
 [決標金額]873,265元

 [底價金額]1,088,000元
 [標比]80.2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73,265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緒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54,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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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5

 [契約編號]10820505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08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73,265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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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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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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迷你護理工作車
發佈日期： 2019/6/13 ‧下架/開標日期：2019/6/2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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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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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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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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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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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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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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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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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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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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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

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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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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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8年6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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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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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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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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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

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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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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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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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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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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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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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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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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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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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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6 17:00

 [開標時間]1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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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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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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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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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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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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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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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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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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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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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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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2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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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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迷你護理工作車
發佈日期： 2019/6/28 ‧下架/開標日期：2019/7/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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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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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
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

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無法決標公告

日期]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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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

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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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8

[標案案號]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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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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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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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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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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迷你護理工作車(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28 ‧下架/開標日期：2019/7/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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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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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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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

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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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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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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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7/0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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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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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

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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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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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

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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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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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8年7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7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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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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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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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

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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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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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6/27 14:5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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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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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標案名稱]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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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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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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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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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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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8 17:00

 [開標時間]1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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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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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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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高淑允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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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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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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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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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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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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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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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27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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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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迷你護理工作車
發佈日期： 2019/7/16 ‧下架/開標日期：2019/7/2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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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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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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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2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

日期 [採購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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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

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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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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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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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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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00元 [得
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

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07/09－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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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

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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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96,000元 [決標金額]696,000元 [底價金額]739,000元
[標比]94.1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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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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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決標

公告日期]108/07/16 [契約編號]1082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3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

開]是 [總決標金額]696,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

顯偏低之說明]「決標金 額 」與「預算金額」計算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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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5 15:52:5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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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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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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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14:00
 [原公告日期]108/06/28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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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3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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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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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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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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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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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7/09－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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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護理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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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696,000元
 [決標金額]696,000元

 [底價金額]739,000元
 [標比]94.18%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6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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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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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9
 [決標公告日期]108/07/16

 [契約編號]10820505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3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696,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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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明顯偏低之說明]「決標金 額 」與「預算金額」計算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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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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發佈日期： 2019/5/29 ‧下架/開標日期：2019/6/4‧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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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

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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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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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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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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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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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108/06/03 17:00 [開標時間]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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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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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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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

02-22191131#7318。保固年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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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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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

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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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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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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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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

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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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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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5/29 10:5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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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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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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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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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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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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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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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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03 17:00
 [開標時間]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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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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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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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保固年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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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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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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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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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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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5/29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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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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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發佈日期： 2019/6/11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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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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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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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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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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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6/10 9:24:3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6/11

 
[標案案號]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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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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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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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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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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6/10 ‧下架/開標日期：2019/6/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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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

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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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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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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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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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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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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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7 17:00 [開標時間]108/06/18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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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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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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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

話：02-22191131#7318。保固年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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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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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4日〈本校收受

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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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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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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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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

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

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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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javascript:close();


2019/6/10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847158&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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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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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標案名稱]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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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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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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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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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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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7 17:00
 [開標時間]108/06/18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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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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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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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組黃玟潔老師，電話：02-22191131#7318。保固年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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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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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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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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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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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6/10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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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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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4 ‧下架/開標日期：2019/7/10‧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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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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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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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1:30 [原公告日期]108/06/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58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

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
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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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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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

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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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58507 [廠商名稱]佳新帆布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

地址]412臺中市大里區 西湖里大峰路213號 [廠商電話]04- 24924643 [決標金額]227,200元 [得標廠商

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

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8－
108/08/0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

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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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雨二用伸縮桿

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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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新帆布業有

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27,200元 [決標金額]227,200元 [底價金額]239,300
元 [標比]94.9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27,200
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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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20506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9,300元 [底價金額是

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2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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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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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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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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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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11:30
 [原公告日期]108/06/1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55,580元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255,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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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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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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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6258507
 [廠商名稱]佳新帆布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12臺中市大里區 西湖里大峰路213號 

[廠商電話]04- 24924643 
[決標金額]227,2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6/18－108/08/0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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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雨二用伸縮桿帆布遮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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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新帆布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227,200元
 [決標金額]227,200元

 [底價金額]239,300元
 [標比]94.94%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27,2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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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8
 [決標公告日期]108/07/04

 [契約編號]10820506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39,3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22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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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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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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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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7/30 ‧下架/開標日期：2019/8/19‧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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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
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工程類5177 - 室內裝潢工程 [工程

計畫編號] [本採購案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本案非屬建築工程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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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

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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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是否曾以不同案號辦理

招標公告且已傳輸其無法決標公告，目前仍未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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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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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8/19 09:00 [開標時間]108/08/19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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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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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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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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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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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

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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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餐旅科徐君臨老師，電

話：02-22191131#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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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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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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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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8日〈本校收

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8月19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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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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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
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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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

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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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

間]108/07/29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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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07/29 16:2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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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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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工程類5177 - 室內裝潢工程
 [工程計畫編號]

 [本採購案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本案非屬建築工程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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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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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是否曾以不同案號辦理招標公告且已傳輸其無法決標公告，目前仍未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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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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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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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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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8/19 09:00
 [開標時間]108/08/19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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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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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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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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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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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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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餐旅科徐君臨老師，電話：02-22191131#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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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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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8月19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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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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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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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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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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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7/29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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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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8/19 ‧下架/開標日期：2019/8/25‧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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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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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

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工程類> 5177 室內裝潢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 公
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8/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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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

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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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8/19 9:27: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8/20

[標案案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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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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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工程類> 5177 室內裝潢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8/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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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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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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第二招標)
發佈日期： 2019/8/20 ‧下架/開標日期：2019/8/27‧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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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
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工程類5177 - 室內裝潢工程 [工程

計畫編號] [本採購案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本案非屬建築工程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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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

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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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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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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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08/27
09:45 [開標時間]10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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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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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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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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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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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

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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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餐旅科徐君臨老師，電話：02-22191131#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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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假期間，每週一至四

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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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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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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8月27日上午9時
45分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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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

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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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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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
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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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

真：02-8789755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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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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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標案名稱]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工程類5177 - 室內裝潢工程
 [工程計畫編號]

 [本採購案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本案非屬建築工程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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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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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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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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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09:45

 [開標時間]10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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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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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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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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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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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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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餐旅科徐君臨老師，電話：02-22191131#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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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起暑
假期間，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6/28、7/5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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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8月27日上午9時45分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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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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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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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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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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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08/19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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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5 12:5:47

更正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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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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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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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5177室內裝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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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8/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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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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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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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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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7353701

 [廠商名稱]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109號4樓之5 
[廠商電話]02- 87910022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8/27－108/11/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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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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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80,000元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5,550,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5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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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8/27
 [原決標公告日期]108/09/04

 [決標公告日期]108/09/06
 [契約編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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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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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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9/6 ‧下架/開標日期：2019/9/1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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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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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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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5177室內裝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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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10:00 [原公告

日期]108/08/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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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

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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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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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7353701 [廠商名稱]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

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109號4樓之5 [廠商

電話]02- 87910022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
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

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8/27－108/11/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
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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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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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

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80,000元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5,550,000元 [標比大於等

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5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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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8/27 [原決標公告日期]108/09/04 [決標公

告日期]108/09/06 [契約編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

額]5,5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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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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9/6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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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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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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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5177室內裝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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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10:00 [原公告

日期]108/08/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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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

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
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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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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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7353701 [廠商名稱]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

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109號4樓之5 [廠商

電話]02- 87910022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
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

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8/27－108/11/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
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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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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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

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80,000元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5,550,000元 [標比大於等

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5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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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8/08/27 [原決標公告日期]108/09/04 [決標公

告日期]108/09/06 [契約編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

額]5,5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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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3 15:44: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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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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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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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5177室內裝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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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8/08/20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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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7,287,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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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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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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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投標廠商家數]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27353701

 [廠商名稱]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4臺北市內湖區 民權東路6段109號4樓之5 
[廠商電話]02- 87910022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08/27－108/11/09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12785060

 [廠商名稱]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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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旅棧-銀髮族溫泉養生照護示範基地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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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庭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5,680,000元
 [決標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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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高尚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6,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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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7
 [決標公告日期]108/09/04

 [契約編號]108207031_031_5070_073_075_07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5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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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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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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10/14 ‧下架/開標日期：2019/10/28‧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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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
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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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
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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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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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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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10/28 17:00 [開標時間]1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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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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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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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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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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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
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
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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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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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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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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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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
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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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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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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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關閉視窗==

javascript:close();


2019/10/9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2948791&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1/3

列印時間：108/10/09 09:3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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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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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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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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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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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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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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8 17:00
 [開標時間]1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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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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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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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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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

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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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
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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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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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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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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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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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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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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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10/09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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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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10/29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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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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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
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

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0/2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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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

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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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10/29

[標案案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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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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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0/2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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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數] 有，未達法定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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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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10/29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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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
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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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

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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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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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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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11/04 17:00 [開標時間]10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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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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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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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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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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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

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
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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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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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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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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
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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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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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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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10/2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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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10/28 17:1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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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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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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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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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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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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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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4 17:00
 [開標時間]10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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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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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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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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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

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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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
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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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8年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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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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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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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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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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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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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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11/6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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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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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
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

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1/0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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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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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11/06

[標案案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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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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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採購金額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1/0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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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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19/11/6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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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
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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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

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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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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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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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8/11/12 17:00 [開標時間]1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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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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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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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

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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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

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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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

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
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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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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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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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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30、傳真：02-
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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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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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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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11/05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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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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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標案名稱]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391 -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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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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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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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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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2 17:00
 [開標時間]1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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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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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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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查覆單位圖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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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招標文件中所檢附的各項投標文件資料(如投標廠商聲明書、規格書及其附件等等)。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

員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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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張慎儀老師、吳佳幸老師、李靜雯老師、幼保科陳脩文老
師、全人倪雅華老師、林佳玉老師，電話：02-22191131#8130、8126、6917、6212、5323、6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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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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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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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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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5529 、傳真：
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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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177777、傳
真：02-2918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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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897548、傳真：02-
87897554） 
[招標公告傳輸時間]108/11/05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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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19/11/15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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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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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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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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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2 17:10
[原公告日期]108/11/0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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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

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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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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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

保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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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46952 [廠商名稱]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 漢生西路125號（1樓） [廠商電話]02- 22558192 [決標金額]1,628,211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

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

期]108/11/12－108/12/11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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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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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邑空調工

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628,211元 [決標金額]1,628,211元 [底價金

額]1,729,000元 [標比]94.17% [原產地國別1]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62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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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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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2 [決標公告日

期]108/11/15 [契約編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729,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62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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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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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8/11/14 14:12:1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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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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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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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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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2 17:10
 [原公告日期]108/11/0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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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算金額]1,825,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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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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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是否包含環境保護產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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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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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46952
 [廠商名稱]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 漢生西路125號（1樓） 

[廠商電話]02- 22558192 
[決標金額]1,628,211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元

 [履約起迄日期]108/11/12－108/12/11 (預估)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投標廠商2]
 [廠商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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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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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628,211元
 [決標金額]1,628,211元

 [底價金額]1,729,000元
 [標比]94.17%

 [原產地國別1]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62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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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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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2
 [決標公告日期]108/11/15

 [契約編號]108209036_9037_045_036_051_09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72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628,2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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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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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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發佈日期： 2019/10/24 ‧下架/開標日期：2020/7/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745846 公佈日期 : 2019/10/24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210034
採購名稱 : 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決標廠商 : 垣登工程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420,000 元整 預算金

額 : 新台幣 436,98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432,600 元整 決標日期 :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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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745846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19/10/24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8210034
採購名稱 : 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決標廠商 : (加值會員專用)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加值會員專用)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432,600 元整
決標日期 : (加值會員專用)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10034
採購名稱 : 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採購類別 : 採購-冷涷空調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連絡人 : 蕭鈺霖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6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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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康餐旅科徐君臨，電話：02-22191131#8211。保固年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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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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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月18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21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
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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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發佈日期： 2019/10/14 ‧下架/開標日期：2019/10/22‧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10034 採購名稱 : 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採購類別 : 採購-冷涷空調類 採購單位 : 耕
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鈺霖 連絡

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6980 押標金 : 自行

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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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

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等資

格。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康餐旅科徐君臨，電話：02-22191131#8211。保

固年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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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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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8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

108年10月21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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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551534

公告單位案號 : 108210034(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1對1變頻分離式冷氣
採購類別 : 採購-冷涷空調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23143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無)
連絡人 : 蕭鈺霖(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5(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8年10月1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8年10月2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8年10月2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698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lanny@ctcn.edu.tw(加值會員專用)
廠商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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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標廠商應具領有冷凍空調同業登記證書及本年度加入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為會員等資格。(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康餐旅科徐君臨，電話：02-22191131#8211。保固年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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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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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
18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8年10月21日17時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
自行負責。 (加值會員專用)

案件狀態 : 

尚無決標公告

本案附加說明及其他相關重要公告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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