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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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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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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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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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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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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8 17:00 [開標時間]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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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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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
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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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
(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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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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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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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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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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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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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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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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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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8 17:00

 [開標時間]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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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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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
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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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
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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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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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4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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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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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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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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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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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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2/19 17:12:5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0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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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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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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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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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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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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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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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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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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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17:00 [開標時間]109/02/27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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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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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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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
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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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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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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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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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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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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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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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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17:00

 [開標時間]109/02/27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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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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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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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
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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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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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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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17:1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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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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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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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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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
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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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3/3 17:4: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4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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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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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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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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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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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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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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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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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
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
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
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
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
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
標]109/03/10 17:00 [開標時間]109/03/11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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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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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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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
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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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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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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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3/03 17:1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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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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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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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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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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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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0 17:00

 [開標時間]109/03/11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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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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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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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
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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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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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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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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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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17:12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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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3/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
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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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
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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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2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3/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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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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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第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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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
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
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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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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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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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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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
標]109/03/18 17:00 [開標時間]1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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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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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
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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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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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15:2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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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標案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1 -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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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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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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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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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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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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 17:00

 [開標時間]1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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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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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
6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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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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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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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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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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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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4/1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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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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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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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9/03/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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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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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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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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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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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109/06/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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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
額]898,000元 [決標金額]889,100元 [底價金額]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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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60,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29,100元 [決標公
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9 [決標公告日期]109/04/16 [契約編號]108112088_109101029 [是否刊
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89,1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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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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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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9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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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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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11:00
 [原公告日期]109/03/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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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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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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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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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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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109/06/16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100人]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護理科專業教室用病床、生產床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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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98,000元

 [決標金額]889,100元
 [底價金額]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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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60,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729,1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9
 [決標公告日期]109/04/16

 [契約編號]108112088_10910102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89,1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8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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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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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
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
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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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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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
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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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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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18 17:00 [開標時間]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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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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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老師，電

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診體驗
服、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為2年
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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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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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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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
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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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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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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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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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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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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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18 17:00
[開標時間]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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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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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老師，電
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診體驗服、
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為2年
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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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
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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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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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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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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4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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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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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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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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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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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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2/19 16:57:4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0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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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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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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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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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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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
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
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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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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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
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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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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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26 17:00 [開標時間]109/02/27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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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
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
診體驗服、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

器為2年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
金額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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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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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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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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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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17:0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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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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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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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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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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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26 17:00

 [開標時間]109/02/27 10:3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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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老師，電
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診體驗服、
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為2年
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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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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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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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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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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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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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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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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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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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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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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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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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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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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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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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
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
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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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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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
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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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
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
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
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
款方式]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10 17:00 [開標時間]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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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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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
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
診體驗服、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

器為2年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
金額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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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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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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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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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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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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2/27 16:3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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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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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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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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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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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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10 17:00

 [開標時間]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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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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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老師，電
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診體驗服、
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為2年
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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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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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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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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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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16:31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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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
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
期]109/03/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
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
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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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
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
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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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2

[標案案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3/02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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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原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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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第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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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
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
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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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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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
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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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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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18 17:00 [開標時間]1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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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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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
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
診體驗服、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

器為2年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
金額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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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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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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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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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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15:0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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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標案名稱]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12 - 滾壓, 拉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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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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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0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42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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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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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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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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18 17:00

 [開標時間]1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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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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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金坤明老師、林秀節老師、尚忠菁老師、李靜雯老師，電
話：02-22191131#6920、6929、8120、6917。保固年限：除多重子宮頸觸診模型、懷孕觸診體驗服、
多功能自動生產模型、哺乳指導訓練模型、無線胎心音監測器與大螢幕數位單胞胎兒監視器為2年
外，其餘品項為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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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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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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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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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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15:0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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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4/1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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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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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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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10:00 [原公告日
期]109/03/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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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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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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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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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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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10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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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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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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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000元 [決標金額]5,180,000元 [底價金額]5,189,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
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3%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72,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96,000元 [原
產地國別3]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552,000元 [原產地國別4]德國
(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726,000元 [原產地國別5]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
別得標金額5]23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9 [決標公告日期]109/04/16 [契約編
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18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
開]是 [總決標金額]5,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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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15 12:8: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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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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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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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3/12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6,0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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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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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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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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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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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10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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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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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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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000元

 [決標金額]5,180,000元
 [底價金額]5,189,0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83%
 [原產地國別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372,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296,000元
 [原產地國別3]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552,000元
 [原產地國別4]德國(German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4]726,000元
 [原產地國別5]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5]234,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9
 [決標公告日期]109/04/16

 [契約編號]108112088_101029_212046_1010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5,189,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5,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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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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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電⼒監控電表
發佈⽇期： 2020/9/8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951574 公佈⽇期 : 2020/9/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1608
採購名稱 : 智慧型電⼒監控電表 決標廠商 : ⼤同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額 : 新台幣 460,000 元整 預算⾦
額 : 新台幣 497,700 元整 底價⾦額 : 新台幣 462,000 元整 決標⽇期 : 109年9⽉2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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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95157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9/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1608
採購名稱 : 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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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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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9071608
採購名稱 : 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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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8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2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9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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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林芳儀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6。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四9:00 – 12:00、13:30 – 1600，8/31前暑
假期間星期五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
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
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
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
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
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8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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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智慧電力監控電表
發佈日期： 2020/8/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1608 採購名稱 : 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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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
年9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2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9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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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林芳儀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6。保固年
限：3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四9:00 – 12:00、13:30 –
1600，8/31前暑假期間星期五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
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
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
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
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
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8月
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
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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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712294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1608(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智慧型電力監控電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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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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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8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2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9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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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林芳儀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6。保固年限：3
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四9:00 – 12:00、13:30 – 1600，8/31前暑
假期間星期五不上班〉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
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
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
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
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
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8月3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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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機影⾳設備
發佈⽇期： 2020/9/18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957826 公佈⽇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2703
採購名稱 : 擴⼤機影⾳設備 決標廠商 : 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決標⾦額 : 新台幣 178,300 元整 預算⾦額 :
新台幣 210,000 元整 底價⾦額 : 新台幣 178,300 元整 決標⽇期 : 109年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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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CC # : 3957826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2703
採購名稱 : 擴大機影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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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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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9072703
採購名稱 : 擴大機影音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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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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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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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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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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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擴⼤機影⾳設備
發佈⽇期： 2020/9/3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703 採購名稱 : 擴⼤機影⾳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採購單位 : 耕莘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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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3⽇ 截⽌收件⽇期 : 109年9⽉
10⽇ 17:00 開標⽇期 : 109年9⽉11⽇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額 :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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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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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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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9⽇〈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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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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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716451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703(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擴大機影音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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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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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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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其他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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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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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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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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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2月
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2月19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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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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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
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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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
「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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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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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20451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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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2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2月19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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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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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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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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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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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發佈日期： 2020/2/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佈日期 : 109年2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
卡機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表示不再減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
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2月12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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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87571
公佈日期 : 109年2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表示不再減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2月12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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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感應讀卡機(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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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
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3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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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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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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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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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25990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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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3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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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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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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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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感應讀卡機(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590008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3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二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表示不再減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
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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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90008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3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二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表示不再減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2月21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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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感應讀卡機(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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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
1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1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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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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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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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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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30633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101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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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1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1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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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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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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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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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讀卡機
發佈日期： 2020/3/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84650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3/1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
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決標廠商 : 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394,5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396,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94,5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3月
12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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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846504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3/1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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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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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1011
採購名稱 : 感應讀卡機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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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1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1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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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許朝昇老師，電話：02-2219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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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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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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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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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
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
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
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
(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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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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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
額]990,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04 [是否
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
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
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
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
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
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17 17:00 [開標時間]1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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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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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45個日曆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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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
圍之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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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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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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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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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2月14日〈本校收受
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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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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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2/03 10:5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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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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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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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90,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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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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7 17:00
[開標時間]1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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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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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45個日曆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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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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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
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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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2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9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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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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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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3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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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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1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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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
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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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無法決標公
告日期]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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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標案案號]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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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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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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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1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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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
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
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
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
(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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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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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
額]990,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
日]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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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25 17:00 [開標時間]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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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4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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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
圍之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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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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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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2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
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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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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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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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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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預算金額不公開理由]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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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990,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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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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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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17:00
 [開標時間]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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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45個日曆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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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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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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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2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9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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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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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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8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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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發佈日期： 2020/3/3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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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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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
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
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2/26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2/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
正日期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
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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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
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9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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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3874 [廠商名稱]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
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5段364號7樓 [廠商電話]02- 87682000 [決
標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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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1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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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
1] [得標廠商]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30,000元 [決標金
額]843,550元 [底價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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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55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9/02/26 [決標公告日期]109/03/03 [契約編號]1091010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
金額]843,5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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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 17:1:32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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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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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2/26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2/1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490,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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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9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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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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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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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3874
 [廠商名稱]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5段364號7樓 

[廠商電話]02- 87682000 
[決標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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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1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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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930,000元

 [決標金額]843,550元
 [底價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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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55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2/26
 [決標公告日期]109/03/03

 [契約編號]1091010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843,5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4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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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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9/2/24 8:54: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5

[標案案號]109101019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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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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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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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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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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發佈日期： 2020/2/2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標案案號]109101019

[標案名稱]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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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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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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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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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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教學⼩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發佈⽇期： 2020/2/25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
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112號 [聯絡⼈]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
(02)22192721 [電⼦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109101019 [標案名稱]教學⼩組討論專業教
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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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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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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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31⽇前依原契約條件及單價辦理後續
擴充NT$500,000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額]1,06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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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
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
否屬⼆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
師簽證]否 [是否採⾏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
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式]每份新台幣200元 [是否提供電⼦投
標]否 [截⽌投標]109/03/03 17:00 [開標時間]109/03/04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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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
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期限]待校⽅通知後起算45個⽇曆天內 [是否刊登公報]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
愛台⼗⼆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
營業登記證、⼯廠登記證、⾏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
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
之）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最近⼀期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期證明者，得以前⼀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融機構於截
⽌投標⽇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名需為廠商名稱）、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
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簽章以⽰確認。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有關之
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電話：02-
22191131#5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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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12：00、13：30 – 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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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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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3⽉02⽇〈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期：109年03⽉03⽇17時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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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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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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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09/3/4 14:4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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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109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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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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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09:00
[原公告日期]109/02/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6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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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3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1,068,3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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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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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84095944
[廠商名稱]洪橋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4臺中市北區忠太西路36號1樓
[廠商電話]04- 22022799 
[決標金額]848,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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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10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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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3874
[廠商名稱]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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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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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橋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48,400元
[決標金額]848,400元
[底價金額]916,950元
[標比]92.5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48,4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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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決標公告日期]1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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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1091010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916,9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48,4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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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陳錦慧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02-

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hua@ctcn.edu.tw [標案案號]109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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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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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09:00 [原公告日期]109/02/25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
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56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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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3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
額]1,068,3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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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5944 [廠商名稱]洪橋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
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404臺中市北區忠太西路36號1樓 [廠商電話]04- 22022799 [決標金額]848,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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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04－109/0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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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3874 [廠
商名稱]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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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
組討論專業教室設備-掀合桌、活動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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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橋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848,400元 [決標金額]

848,400元 [底價金額]916,950元 [標比]92.5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848,400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歐凌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
額]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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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決標公告日期]109/03/05 [契約編號]109101019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

916,95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848,400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

否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
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財物案 [履約執行
機關代碼]3.10.94.32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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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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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多媒體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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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
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
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
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
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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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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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
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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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17:00 [開標時間]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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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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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
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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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校總務處領取【寒假期間
(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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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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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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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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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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2/05 16:4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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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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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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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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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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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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 17:00

 [開標時間]1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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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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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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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9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
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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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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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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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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5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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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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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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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
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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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1 [無法
決標公告日期]109/02/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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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20 16:12:4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1

[標案案號]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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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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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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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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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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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
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
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
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
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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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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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
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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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
標]否 [截止投標]109/03/02 17:00 [開標時間]10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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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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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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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
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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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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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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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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2
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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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17:0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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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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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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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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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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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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2 17:00

 [開標時間]10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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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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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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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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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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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月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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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0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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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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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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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收音機、電
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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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無法
決標公告日期]109/03/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
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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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4

[標案案號]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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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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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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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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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多媒體設備(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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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
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
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
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
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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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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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
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
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
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3/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
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
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
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
標]否 [截止投標]109/03/11 17:00 [開標時間]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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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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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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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校方得自決
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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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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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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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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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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14:1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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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標案名稱]多媒體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7 -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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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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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50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3/0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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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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17:00

 [開標時間]1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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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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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校方通知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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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1年。
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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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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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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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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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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14:17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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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多媒體設備
發佈日期： 2020/4/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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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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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
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
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3/12 11:00 [原公告日期]109/03/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
日期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
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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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元 [是否訂
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 [履約地點]
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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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11610 [廠商名稱]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
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虎林街132巷76號2樓 [廠商電話]02- 27671468 [決標金額]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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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
1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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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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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
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728,000元 [決標金額]720,000元 [底價金額]724,200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4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0,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
別得標金額2]360,0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90,000元 [決標公告序
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2 [決標公告日期]109/04/09 [契約編號]1091010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
金額]724,2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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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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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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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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3/12 11:00
 [原公告日期]109/03/04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29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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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金額]792,500

 [履約地點]宜蘭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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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11610

 [廠商名稱]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虎林街132巷76號2樓 
[廠商電話]02- 27671468 
[決標金額]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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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1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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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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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福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728,000元

 [決標金額]720,000元
 [底價金額]724,200元
 [標比大於等於99%之理由]廠商減價金額在底價以內 

[標比]99.42%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270,000元
 [原產地國別2]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360,000元
 [原產地國別3]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3]90,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2
 [決標公告日期]109/04/09

 [契約編號]109101021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724,2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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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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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監辦]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不派員監辦情形]1.機
關內無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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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軟體授權
發佈日期： 2020/2/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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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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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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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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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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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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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2/25 17:00 [開標時間]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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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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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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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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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
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
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松仁路3號9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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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11:1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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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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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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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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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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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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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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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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17:00

 [開標時間]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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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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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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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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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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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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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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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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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標案案號]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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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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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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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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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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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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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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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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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
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
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
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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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9 17:00 [開標時間]1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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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
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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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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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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6日
〈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
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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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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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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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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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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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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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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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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9 17:00

 [開標時間]1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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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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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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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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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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軟體授權(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1058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
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2/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
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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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無法決標公告日
期]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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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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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3/10 11:2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1

[標案案號]109101058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2/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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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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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授權(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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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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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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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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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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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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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7 17:00 [開標時間]1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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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
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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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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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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6日
〈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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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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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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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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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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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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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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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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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7 17:00

 [開標時間]1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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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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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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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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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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0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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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2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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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
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
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
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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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3/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
金額]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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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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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
(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永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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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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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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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00元 [決標金額]1,893,500元 [底價金額]1,89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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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
額1]1,893,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8 [決標公告日期]109/03/26 [契約編
號]10910105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893,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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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4 20:0:4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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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058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軟體授權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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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3/11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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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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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新北市－永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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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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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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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00元

 [決標金額]1,893,500元
 [底價金額]1,89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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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1,893,5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03/18
 [決標公告日期]109/03/26

 [契約編號]109101058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1,893,5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89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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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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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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發佈日期： 2020/2/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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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
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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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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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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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
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
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
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
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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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9 17:00 [開
標時間]1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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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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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
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
〈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
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
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
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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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
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
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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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14:0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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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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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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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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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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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09 17:00

 [開標時間]1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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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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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3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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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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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發佈日期： 2020/3/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
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2/25 [是否
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
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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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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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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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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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3/10 8:2:4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1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2/2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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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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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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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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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
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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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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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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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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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7
17:00 [開標時間]1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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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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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
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
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
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
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
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
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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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9年3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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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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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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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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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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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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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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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7 17:00

 [開標時間]1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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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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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3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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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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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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0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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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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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是否
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
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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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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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0 18:25:2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24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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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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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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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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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
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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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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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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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
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
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
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
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3/30
17:00 [開標時間]1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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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
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
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
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
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
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
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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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9年3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30日下午5時正
〈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
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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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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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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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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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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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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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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30 17:00

 [開標時間]1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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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3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月3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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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0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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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4/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
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3/24 [是否
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
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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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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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31 10:57:4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01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3/2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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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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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4/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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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
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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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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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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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
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
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
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
路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4/07
17:00 [開標時間]1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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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
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
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
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
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
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
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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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9年4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4月7日下午5時正〈本
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
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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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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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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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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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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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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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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7 17:00

 [開標時間]1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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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4月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4月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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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31 11:40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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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4/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
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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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4/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
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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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4/8 10:22:1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09

[標案案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4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原招標公告之刊登採購公報日期]1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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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4/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是

 [附加說明] 

無

法

決

標



2020/4/8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3039 1/2

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笫五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4/8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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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
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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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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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
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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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109/04/15
17:00 [開標時間]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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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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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
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
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
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
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
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
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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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9年4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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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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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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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 -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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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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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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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8 文字列印

web.pcc.gov.tw/tps/tpam/main/tps/tpam/tpam_tender_text_detail.do?primaryKey=53118474&area=formal&searchMode=messa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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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5 17:00
[開標時間]1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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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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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護理科黃建華老師、林透節老師，電話：02-22191131#6929。保固
年限：1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
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
貳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60元以上回郵信封或郵局便利袋（A4以上大小、請自行書寫公
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9年4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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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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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8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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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發佈日期： 2020/4/23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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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招標方
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決標資料類別]決
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
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
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4/16 09:00 [原公告日期]109/04/09 原公告日期
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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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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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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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
標廠商1] [廠商代碼]54289232 [廠商名稱]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
商業別]營造業 [營造業登記證號碼]H00573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思源路173號7樓 [廠商電
話]02- 22791377 [決標金額]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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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1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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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
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
額]4,057,000元 [決標金額]4,057,000元 [底價金額]4,200,000元 [標比]96.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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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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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 [決標公告日期]109/04/23 [契約編
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2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是 [總決標金額]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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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22 14:37:3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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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389其他製造商品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4/16 09:00
 [原公告日期]109/04/09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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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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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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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54289232

 [廠商名稱]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廠商業別]營造業

 [營造業登記證號碼]H00573
 [廠商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 思源路173號7樓 

[廠商電話]02- 22791377 
[決標金額]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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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1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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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兒科示教室相關設備建置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晨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4,057,000元
 [決標金額]4,057,000元

 [底價金額]4,200,000元
 [標比]96.6%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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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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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
 [決標公告日期]109/04/23

 [契約編號]109102013_109101031_109102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4,20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4,05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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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紅外線熱像機
發佈日期： 2020/2/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採購名稱 : 紅外線熱像機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決標廠商 : 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559,000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560,000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559,000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02月20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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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20/4/2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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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4月2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5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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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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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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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55094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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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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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4月2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5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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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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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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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20/5/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07707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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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7707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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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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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5月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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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
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
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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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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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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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0103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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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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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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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
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
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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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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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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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1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1959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19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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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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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1959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19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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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6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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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中文圖書(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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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26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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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6957。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
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
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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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期：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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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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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7127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080(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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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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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0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26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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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6957。保固年限：無。 二、[招
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
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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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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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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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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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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中文圖書
發佈日期： 2020/6/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894017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
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決標廠商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154,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176,993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54,0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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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894017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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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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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4080
採購名稱 : 中文圖書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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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0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26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7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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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6957。保固年限：無。 二、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
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
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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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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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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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視聽資料一式
發佈日期： 2020/5/4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式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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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5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
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19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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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
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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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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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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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58890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24(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式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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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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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19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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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
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
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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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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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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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料一式
發佈日期： 2020/5/1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1899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19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式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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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4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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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1899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19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式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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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4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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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0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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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視聽資料一批(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批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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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
26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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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領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
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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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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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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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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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視聽資料一批
發佈日期： 2020/6/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894067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批 決標廠商 : 凰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174,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18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174,0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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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894067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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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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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4124
採購名稱 : 視聽資料一批
採購類別 : 採購-印刷及出版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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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0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26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7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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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侯玉欣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保固年限：無。 二、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總務處領
取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
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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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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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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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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發佈日期： 2020/5/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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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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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截止收
件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0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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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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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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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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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2898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40(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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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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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0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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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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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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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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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發佈日期： 2020/5/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2561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
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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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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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2561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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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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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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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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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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1日 截止收
件日期 : 109年6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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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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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
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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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7816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40(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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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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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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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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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1日下午5時
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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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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3093 1/1

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發佈日期： 2020/6/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894018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決標廠商 :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389,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43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389,0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6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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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894018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6/2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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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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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4140
採購名稱 : 口照科專業教室教學用模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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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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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2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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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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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1日下午5時
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台灣採購公報網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default.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HowToJoinMember.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HowToJoinMember.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HowToJoinMember.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HowToJoinMember.ASP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


2020/5/12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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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發佈日期： 2020/5/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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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0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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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健促組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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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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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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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2900

公告單位案號 : 0910415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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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5月1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5月20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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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健促組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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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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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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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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0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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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發佈日期： 2020/5/20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2562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
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5月12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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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2562
公佈日期 : 109年5月20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5月12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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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5/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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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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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
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2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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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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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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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67818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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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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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5月21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2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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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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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1日下午5時
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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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6/3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6238 公佈日期 : 109年6月2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
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5月21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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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2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無法決標公告 台灣採購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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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6238
 

公佈日期 : 109年6月2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5月21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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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6/3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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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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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9
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10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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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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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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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74191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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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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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9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10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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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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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6月9日下午5時
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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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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1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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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6/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19553 公佈日期 : 109年6月11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
底價，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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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19553
公佈日期 : 109年6月11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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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3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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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5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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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第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6/12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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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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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
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19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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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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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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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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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79434

公告單位案號 : 109104157(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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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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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19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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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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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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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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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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9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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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發佈日期： 2020/6/19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905342 公佈日期 : 2020/6/19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決標廠商 : 漢龍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553,000
元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60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554,0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6月19日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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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905342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6/19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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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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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4157
採購名稱 : 諮商輔導平台擴充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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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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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6月12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6月18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6月19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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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吳振邦老師，電話：02-22191131#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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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1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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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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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6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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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智慧閘道器
發佈日期： 2020/2/2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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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2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
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5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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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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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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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javascript:close();


2020/2/2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 台灣採購公報網採購資訊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ShowDetailUCS.ASP?RecNo=3627838 1/1

TBN No. : 3627838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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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2月2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5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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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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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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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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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閘道器
發佈日期： 2020/3/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591136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
標日期 : 10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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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91136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5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無廠商投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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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閘道器(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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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1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16日 15:3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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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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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
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1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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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32241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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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6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1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16日 15:3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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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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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13
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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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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16 消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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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智慧閘道器(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BN AC# : 593667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16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
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3月6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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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93667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16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3月6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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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智慧閘道器(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1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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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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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1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2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24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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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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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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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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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37190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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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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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1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23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3月24日 11: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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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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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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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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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閘道器(第三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596032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24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 是否沿
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3月17日 (原招標公告訊息)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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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596032
公佈日期 : 109年3月24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 否
原招標日期 : 109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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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190
https://www.taiwanbuying.com.tw/


2020/3/25 消息內容

https://general.ctcn.edu.tw/general-2009/news/viewtopic.asp?ID=3028 1/1

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智慧閘道器(第四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3/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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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3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3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4月1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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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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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
期：109年3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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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641316

公告單位案號 : 109202001(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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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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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3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4月1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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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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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31日下午5
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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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閘道器
發佈日期： 2020/4/2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869248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4/21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
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決標廠商 :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金額 : 新台幣 600,000 元
整 預算金額 : 新台幣 690,000 元整 底價金額 : 新台幣 610,000 元整 決標日期 : 10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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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869248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4/21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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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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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202001
採購名稱 : 智慧閘道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電子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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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3月25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3月31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4月1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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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總務組謝明志老師，電話：02-22191131#7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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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月31日下午5
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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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945545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8/26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210908009
採購名稱 : 教學數位訊號及設備防漏電整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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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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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908009
採購名稱 : 教學數位訊號及設備防漏電整合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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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錦慧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3
傳真號碼 :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8月2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8月25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93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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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一年。 二、[招標
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暑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四8:00 – 12：00、13：30 – 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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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8月21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08月24日17時00分之前送達本校
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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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8/2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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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27日截止收件日
期 : 109年9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3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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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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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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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
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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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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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704905

公告單位案號 : 210908009(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教學數位訊號及設備防漏電整合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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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方式 : 公開招標(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 : 陳錦慧(加值會員專用)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3(加值會員專用)
傳真號碼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8月2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8月25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193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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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一年。 二、[招
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暑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四8:00 – 12：00、13：30 – 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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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8月21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08月24日17時00分之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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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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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數位訊號及設備防漏電整合器
發佈日期： 2020/8/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陳錦慧 ‧分機：5413

公告單位案號 : 210908009

採購名稱 : 教學數位訊號及設備防漏電整合器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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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劃書
連絡人 : 陳錦慧
連絡人電話 : (02)22191131分機5413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8月24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8月25日 10: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NT$193,000

押標金 : 自行依標價5%計算
E-MAIL : 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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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教務處卓昱宏，電話：02-22191131#5217。保固年限：
一年。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暑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四8:00 – 12：00、
13：30 – 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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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8月21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
日期：109年08月24日17時00分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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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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1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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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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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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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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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
額]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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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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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17:00 [開標時間]109/02/25 09:00 [開標地
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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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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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
話：02-22191131#5532、5217。保固年限：3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
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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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
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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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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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1
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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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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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2/10 15:4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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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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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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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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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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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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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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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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17:00

 [開標時間]109/02/25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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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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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5532、5217。保固年限：3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
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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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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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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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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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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0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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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冷氣機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2/2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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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
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
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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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
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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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25 10:4:2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6

[標案案號]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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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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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9/02/26
 [是否刊登公報]是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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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等相關設備(第二次招標)
發佈日期： 2020/2/26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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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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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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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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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
額]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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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
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
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
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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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17:00 [開標時間]1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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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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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教務處卓昱
宏老師，電話：02-22191131#5532、5217。保固年限：3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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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
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五不上班】 2、郵購領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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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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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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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09/02/25 10:1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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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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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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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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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31日止擴充本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3.9 教育部
 [補助金額]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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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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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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3 17:00

 [開標時間]1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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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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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圖書組劉志銘老師、教務處卓昱宏老師，電話：02-
22191131#5532、5217。保固年限：3年。校方得自決標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依原契約單價擴充本
採購範圍之金額365,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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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6日)，每週一至四09:00 - 12:00、13:30 - 16:30，每週
五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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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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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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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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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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25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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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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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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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10:00 [原公告日
期]109/02/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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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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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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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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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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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10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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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46952 [廠商名稱]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
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16488512 [廠商名稱]創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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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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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80,000元
[決標金額]1,980,000元 [底價金額]2,008,000元 [標比]98.6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37,468元 [原產地國別2]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2]1,442,532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03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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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映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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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決標公告日期]109/03/25 [契約編
號]1081125019_1091010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00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
金額]1,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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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4 13:49:3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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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019_10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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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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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10:00
 [原公告日期]109/02/26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2,651,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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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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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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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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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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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10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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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46952

 [廠商名稱]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否

 [組織型態]公司登記 
[投標廠商3]

 [廠商代碼]16488512
 [廠商名稱]創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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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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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980,000元

 [決標金額]1,980,000元
 [底價金額]2,008,000元
 [標比]98.61%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1]537,468元

 [原產地國別2]泰國(Thai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2]1,442,532元

 [未得標廠商1]
 [未得標廠商]富邑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038,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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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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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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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4
 [決標公告日期]109/03/25

 [契約編號]1081125019_109101020
 [是否刊登公報]是

 [底價金額]2,008,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1,9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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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8/2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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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
統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金額]1,23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
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
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
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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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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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
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8/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
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
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
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
辦理]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原因]硬體設備不足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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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09 17:00 [開
標時間]10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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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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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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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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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徐義
恩老師，電話：02-22191131#5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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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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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
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
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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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6 14:0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9/08/2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聯絡人]蕭小姐
 [聯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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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1,232,5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方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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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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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機關自定公告日]109/08/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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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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09 17:00

 [開標時間]10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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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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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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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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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徐義恩老師，電話：02-22191131#5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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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9年9月9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行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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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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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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6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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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發佈⽇期： 2020/9/11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標案案號]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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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
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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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光
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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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1 [無法決標公告⽇期]1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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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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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109/09/11

[標案案號]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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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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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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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1

 [無法決標公告⽇期]1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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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第⼆次招標)
發佈⽇期： 2020/9/14 ‧下架/開標⽇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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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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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
統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
購⾦額]1,232,500元 [採購⾦額級距]公告⾦額以上未達查核⾦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法案件之依據
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
否適⽤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臺星經濟夥
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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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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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式]公開招標 [決標⽅式]
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次及以後
公開招標 [機關⾃定公告⽇]109/09/1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
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
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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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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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21
17:00 [開標時間]109/09/22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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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期
限]決標⽇起60⽇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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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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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營保組徐義恩老師，電話：02-22191131#5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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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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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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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截⽌⽇期：109年9⽉18⽇〈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期：109年9⽉21⽇下
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
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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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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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07230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 -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額]1,232,500元
 [採購⾦額級距]公告⾦額以上未達查核⾦額

 [法⼈團體辦理適⽤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辦理⽅式]補助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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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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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招標⽅式]公開招標
 [決標⽅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招標狀態]第⼆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機關⾃定公告⽇]109/09/1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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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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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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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21 17:00
 [開標時間]109/09/22 09:00
 [開標地點]231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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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地區)

 [履約期限]決標⽇起60⽇曆天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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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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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營保組徐義恩老師，電話：02-22191131#5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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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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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18⽇〈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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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9年9⽉21⽇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申訴及檢舉受理單位]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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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1 11:46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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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發佈⽇期： 2020/10/5 ‧下架/開標⽇期：202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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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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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07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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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
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
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
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9/22 09:00 [原公告⽇期]109/09/14 原公告⽇期
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1,232,500元 [採購⾦額級距]公告⾦額以上未達查核⾦額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臺紐經
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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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補助機關代碼]3.9 [補助機關名稱]教育部
[補助⾦額]1,232,5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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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
契約是否採⽤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385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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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新北市林⼝
區 文化⼆路1段352號7樓 [廠商電話]02- 26000082 [決標⾦額]96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國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 ]否 [預
計分包予原住⺠個⼈或政府立案之原住⺠團體之⾦額]0元 [履約起迄⽇期]109/09/22－109/11/20 [雇⽤
員⼯總⼈數是否超過100⼈]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是否
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
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1,100,000元 [決標⾦額]962,000元 [底價⾦額]9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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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96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09/09/22 [決標公告⽇期]109/10/05
[契約編號]11090723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否
[底價⾦額]962,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額]9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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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30 13:58:32

決標公告
公告⽇:10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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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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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07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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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共同投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483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應依公共⼯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9/09/22 09:00
 [原公告⽇期]109/09/14     原公告⽇期係指最近1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期

 [採購⾦額]1,232,500元
 [採購⾦額級距]公告⾦額以上未達查核⾦額 

[辦理⽅式] 補助
 [是否適⽤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WTO政府採購協定(GPA)] 否
 [是否適⽤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否

 [是否適⽤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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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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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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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00

 [履約地點]新北市(非原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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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1
 [投標廠商1]

 [廠商代碼]4385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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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新北市林⼝區 文化⼆路1段352號7樓 

[廠商電話]02- 26000082 
[決標⾦額]96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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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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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起迄⽇期]109/09/22－109/11/20 
[雇⽤員⼯總⼈數是否超過100⼈]否

 [決標品項數]1
 [第1品項]

 [品項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相關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智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額]1,100,000元

 [決標⾦額]962,000元
 [底價⾦額]9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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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額1]962,000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期]109/09/22
 [決標公告⽇期]10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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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11090723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作及審查⼩組]否
 [底價⾦額]962,000元

 [底價⾦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額]9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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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發佈日期： 2020/8/27 ‧下架/開標日期：2021/12/31‧聯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
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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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本網站公告日期 : 109年8月27日 截止
收件日期 : 109年9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3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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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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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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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1日〈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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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13427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906(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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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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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8月27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2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3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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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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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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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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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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無法決標公告-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發佈⽇期： 2020/9/3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AC# : 644497 公佈⽇期 : 109年9⽉3⽇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2096 採購名稱 : 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
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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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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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無法決標資訊

TBN AC# : 644497
 

公佈日期 : 109年9月3日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無法決標的理由 : 廠商第三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未進入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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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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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第⼆次招標)
發佈⽇期： 2020/9/4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
備類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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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4⽇ 截⽌
收件⽇期 : 109年9⽉10⽇ 17:00 開標⽇期 : 109年9⽉11⽇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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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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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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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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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9⽇〈本校
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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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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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717192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72906(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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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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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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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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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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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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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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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發佈⽇期： 2020/9/18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957825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
案號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機、擴⼤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決標廠商 : ⾼昇⾏ 決標⾦額 : 新台
幣 198,000 元整 預算⾦額 : 新台幣 206,000 元整 底價⾦額 : 新台幣 206,000 元整 決標⽇期 : 109年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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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

TBN CC # : 3957825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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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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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9072906
採購名稱 : 擴音機、擴大機、喊話器等相關設備
採購類別 : 採購-通信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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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4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14: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2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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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宜蘭校區學務組黃玟潔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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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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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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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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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決標公告-全⼝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發佈⽇期： 2020/9/18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TBN CC # : 3957827 公佈⽇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81913
採購名稱 : 全⼝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決標廠商 :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額 : 新台幣 612,600 元
整 預算⾦額 : 新台幣 720,000 元整 底價⾦額 : 新台幣 612,600 元整 決標⽇期 : 109年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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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CC # : 3957827 ( 原招標公告訊息) 
公佈日期 : 2020/9/18
採購單位 :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採購案號 : 1109081913
採購名稱 : 全口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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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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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9081913
採購名稱 : 全口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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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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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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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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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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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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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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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全⼝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發佈⽇期： 2020/9/3 ‧下架/開標⽇期：2021/12/31‧聯絡⼈：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81913 採購名稱 : 全⼝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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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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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3⽇ 截⽌收件⽇
期 : 109年9⽉10⽇ 17:00 開標⽇期 : 109年9⽉11⽇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額 :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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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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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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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族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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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9⽇〈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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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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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 No. : 3716450

公告單位案號 : 1109081913(加值會員專用)
採購名稱 : 全口腔假牙清潔護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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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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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9月3日 
截止收件日期 : 109年9月10日 17:00
開標日期 : 109年9月11日 9:00
預算或預估採購金額 : 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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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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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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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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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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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