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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10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 1263冊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4,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4,3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4,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11月 07日 09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11月 07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或郵購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 30天(日曆天)  
[新增日期] 92年 10月 21日 
[更正日期] 92年 10月 21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
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
定假日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磁片及加工規格表。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10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網路資訊及電腦教室周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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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分類]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2,819,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2,819,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10月 28日 09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10月 28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C30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 20天(日曆天)  

[新增日期] 92年 10月 09日 

[更正日期] 92年 10月 09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含本案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完

稅證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7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3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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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9月 04日 09時 2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9月 04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四十五天內  

[新增日期] 92年 08月 20日 

[更正日期] 92年 08月 29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及星期五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8.18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524教室（耕莘樓二樓）。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  

1.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2.商品型錄請事先依規範表內項目，以紅線或勾註方式標明，以節省型錄審查時間。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8月 25日 11:15] 

1.是否提供釋疑文件：是  

2.本案規格表誤列.請領標廠商持已領規格表.於 92.08.26至 92.09.01 前至本校更換正確規格表.  

3.本次開標規格以本次修正規格表為準.投標廠商應依修正規格表報價.審標時若與修正規格表不符.將不得參加價格標.廠商

不得異議.  

4.受規格表誤列影響.截標日期延至 92.09.02上午 9時 20分.開標日期 92.09.02上午 10時正.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8月 27日 14:46] 

修正部份規格表內容如下:  

1.第三項第 13點刪除.  

2.第八項第 18點修正為系統復原卡：看門狗第 II代專業版或蓮騰復活卡 XP Flash Max版或燈塔網路版還原卡等同級品(含)

以上(需能 1.支援網路對拷 2.支援MS-DOS/Win95/98/ME/NT Workstation/2000 Pro/XP等系統之立即復原模式  

3.第九項第 6點修正為掃描頻率：水平 108kHz(含)以上，垂直 120Hz(含)以上  

4.第十一項增加(限國際、聲寶、 東元等同等品);第 1點刪除;第 3點更正為(約)高 338×寬 1070×深 195(mm);第 4點更正為(約)

高 640×寬 900×深 300(mm);第 8點更正為高效率空氣清靜濾網;第 13點刪除.  

5.第十七項第 2點刪除架構採星狀拓蹼;刪除第 16.17.19點.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8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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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綜合教室媒體教學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1,0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9月 09日 09時 2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9月 09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本校耕莘樓 2樓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 40天  

[新增日期] 92年 08月 21日 

[更正日期] 92年 08月 21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一年內保留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9.09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524教室（耕莘樓二樓）。  

[押標金額度]：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7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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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8月 18日 09時 2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8月 18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四十五天內  

[新增日期] 92年 08月 04日 

[更正日期] 92年 08月 11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及星期五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8.18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524教室（耕莘樓二樓）。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  

1.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2.第一次公告領標廠商，憑工本費收據免繳工本費。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8月 07日 16:12] 

是否提供釋疑文件：否  

本案規格表項次第十三項多媒體電腦.規格 13.擴充塢修正為:提供 1組硬碟,1組(原為 2組)5.25吋半高,1組軟碟(含)以上;同項

次規格 17外觀修正為:30cm*20cm*18.5cm(±5cm)(長*寬*高)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8月 11日 17:19] 

1.是否提供釋疑文件:是  

2.修正規格表第一項規格(五)增加 5考試系統可搭配任何外購教材為題目，如錄音帶、錄影帶、CD、VCD、DVD、PC、VOD、

AOD等教材為題目進行測驗計分。第八項規格 1.修正為 CPU：Pentium4, Intel 2.4GHZ,L2快取記憶體 256KB,支援 400/100MHZ 

FSB.規格 16修正為電源供應器：提供 170Watt至 230Watt之間的電源供應器.規格 19修正為 軟體：Win XP Pro(含)以上.第十

項規格 3修正為光碟機：16XDVD±R( 含以上)DVD-RW燒錄器(外接式)及 16倍數 DVD各一台.規格 5修正為螢幕尺寸：15吋 

LCD.第十七項規格 12修正為每台提供 512KB(含以上)之隨機存取記憶體緩衝區，採用動態記憶體自動分配方式.規格 16修正

為作業環境溫度：0~50℃（±5℃）規格 17修正為 設備儲存溫度：  

-30~60℃（±5℃）  

3.領標廠商可向本校索取修正後規格表.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6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3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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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生理實驗系統組等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3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1,35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3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8月 06日 09時 2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8月 06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 90天  

[新增日期] 92年 07月 24日 

[更正日期] 92年 07月 24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一年內保留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投標價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

完稅證明、投標標的之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其他]：  

1.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各項標的應附商品型錄供本校審查。  

2.本次投標廠商未達法定家數時.已奉核定改議.比價方式辦購.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7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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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於等標期截止前取消或暫停後六個月內(招標文件未經重大改變者)續行第一次或以後各次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3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7月 28日 09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7月 28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四十天內  

[新增日期] 92年 07月 09日 

[更正日期] 92年 07月 22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及星期五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7.28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524教室（耕莘樓二樓）。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7月 17日 09:41] 

1.是否提供釋疑文件：  

規格第一.二項純硬體語言主控器與系統及硬體語言學習機.限 Future-8000B.Panasonic-LL300.Delpa-506.第三項廣播教學系統限

鴻賓.金偉.艾康.規格所列廠牌含同等品以上均可投標.得標廠商簽約時須附原廠保固證明文件.  

[更正時間 : 民國 92年 07月 22日 17:39] 

1.本案因規格部份未明確.致多家領標廠商提出疑義.經本校檢討確欠周延.為防止開標時對規格認知不同.衍生爭議.本次招標

停止實施.俟修正規格後另行辦理公告招標.  

2.本次領標廠商憑本次工本費收據.於重新招標時免費領取招標文件.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9206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萬能實習假病人 7具 

[標的分類] 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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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新台幣 1,05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金額]新台幣 1,05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05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2年 07月 21日 17時 0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2年 07月 22日 14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 524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簽約後 90天  

[新增日期] 92年 07月 09日 

[更正日期] 92年 07月 09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保留 

[未來增購權利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一年內保留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投標價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

完稅證明、投標標的之商品型錄。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

假日不辦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7.22下午十四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 21A教室。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各項標的應附商品型錄供本校審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11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普通教室 6間媒體設備採購 

[標的分類]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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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11月 19日 13時 3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675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675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75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10日內(日曆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郵寄或親送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11月 14日 

[更正日期] 92年 11月 14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本校 c305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10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中文圖書 915冊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10月 14日 09時 3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4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30天內(日曆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10月 06日 

[更正日期] 92年 10月 06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

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10.14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 C304教室  

[押標金額度]：無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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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07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戶外彩色電子看板及監控系統整合改善 

[標的分類] 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07月 08日 17時 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62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62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20天內(日曆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07月 03日 

[更正日期] 92年 07月 03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開標地點]：92.07.09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21A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06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皮內注射模型二項 

[標的分類] 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06月 27日 17時 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2043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2043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2043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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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六十天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新增日期] 92年 06月 20日 

[更正日期] 92年 06月 20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6.30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投標價百分之五。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06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動病床等二項 

[標的分類] 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06月 25日 17時 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4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324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24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40天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06月 19日 

[更正日期] 92年 06月 19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6.26上午十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06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攝播影設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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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分類] 辦公機器、文書處理系統及錄影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06月 24日 17時 0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60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6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6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20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06月 18日 

[更正日期] 92年 06月 18日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92.06.25下午十四時在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 21Ａ教室（耕莘樓三樓）。  

[押標金額度]：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 

 

[案號] 9210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視聽媒體 728卷(片) 

[標的分類]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2年 10月 27日 13時 30分 

[履約地點] 台北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金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金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7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履約期限] 簽約後 30日內(日曆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2年 10月 17日 

[更正日期] 92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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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利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期

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至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領（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不辦領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領取標單。  

[開標地點]：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本校耕莘樓三樓 C304教室。  

[押標金額度]：總投標價百分之五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磁片及加工規格表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11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1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普通教室 6間媒體設備採購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75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67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1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1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636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307333 

[廠商名稱] 晉榮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文山區景興路二八二巷一號三樓之三 

[廠商電話] 29352766 

[決標金額 ]新台幣 636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茂視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1月 27日 

[附加說明] 

本案為第二次招標,投標廠商二家,已奉校長核定家數不足改採議.比價方式辦理.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14-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10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1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西文圖書 1263冊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43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40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0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1月 0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4125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5879575 

[廠商名稱]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９０巷２號４樓 

[廠商電話] (02)27332592 

[決標金額 ]新台幣 4125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易良企業有限公司 三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1月 10日 

[附加說明] 

1.本案超底價新台幣肆佰萬元,未逾百分之八,依政府採購法第 53條第 2項經簽奉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2.本案開標時本校已告知投標廠商,決標結果逕行公告不另行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10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9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網路資訊及電腦教室周邊設備 

[標的分類] 370【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819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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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0月 1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28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22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一二五號九樓 

[廠商電話] (02)2502806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22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金偉資訊有限公司 訊達電腦(股)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29日 

[附加說明] 

金偉及訊達二家公司未繳押標金,資格審查不合格,不得參加價格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10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1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視聽媒體 728卷(片)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預算金額] 新台幣 7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67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0月 17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27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67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696552 

[廠商名稱] 凰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巿北區忠明路四二四號十三樓之三 

[廠商電話] (04)2206704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67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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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梓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27日 

[附加說明] 

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審標時未附本校轉檔核可證明書,資格審查不合格,不得參加價格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10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1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中文圖書 915冊 

[標的分類]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4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2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0月 0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1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28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6114660 

[廠商名稱] 多慶圖書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十六號十樓之一 

[廠商電話] (03)5542072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285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寶慶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美圖書館設備有限公司 文庫實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14日 

[附加說明] 

本案於第二次減價多慶圖書有限公司報價新台幣貳拾貳萬捌仟伍佰元正,不再減價,高於底價新台幣貳拾貳萬元正.未逾百分

之八.依採購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經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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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209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10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影音視訊串流系統 

[標的分類] 370【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55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1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10月 0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26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12402438 

[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一二五號九樓 

[廠商電話] 25028061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26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10月 13日 

[附加說明] 

1.本案為第二次開標,已經校長核定未達法定家數,改議比價方式辦理.  

2.本案超底價未逾底價百分之八,依採購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經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8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8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綜合教室媒體教學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0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8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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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8月 2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9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88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70584560 

[廠商名稱] 匡泓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133號 1 樓 

[廠商電話] (02)22782347 

[決標金額 ]新台幣 88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文禹音效科技有限公司 巨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9月 9日 

[附加說明] 

本案超底價(850,000元)未逾底價百分之 8,依採購法第 53條簽經奉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7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類] 370【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料及輔助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3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75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9月 0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9月 0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2688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70658077 

[廠商名稱] 伯昌資訊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新莊巿大觀街 42巷 31 

[廠商電話] (02)29937738 

[決標金額 ]新台幣 2688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訊通實業(股)公司 仕揚科技(股)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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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說明] 

訊通公司資格標型錄審查第五項不符,無法進入價格標競價.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6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3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多功能生理實驗系統組等 

[標的分類] 366【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3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0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7月 2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8月 0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99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6337947 

[廠商名稱] 國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縣新店市竹林路二巷二一號二樓 

[廠商電話] 2219660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999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日龍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8月 6日 

[附加說明] 

本案決標結果當場已告知廠商.本校不另行文.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6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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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萬能實習假病人 7具 

[標的分類] 365【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105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955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7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7月 2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994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04239624 

[廠商名稱]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城中區八德路一段８２巷９弄２８號１樓 

[廠商電話] 23410524 

[決標金額 ]新台幣 994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7月 24日 

[附加說明] 

1.本案係第二次公告招標.已奉校長核定未達法定家數時.改議.比價方式辦購.  

2.本案超底價.未逾百分之八.經簽奉校長核定決標.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7001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4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戶外彩色電子看板及監控系統整合改善 

[標的分類] 359【電及電子設備零件】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2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3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7月 03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7月 09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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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0289932 

[廠商名稱] 洋基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 274號 3樓 

[廠商電話] 25185230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1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佳陞有限公司 榮泰源實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7月 24日 

[附加說明]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6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皮內注射模型二項 

[標的分類] 365【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2043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168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6月 20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6月 30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665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04239624 

[廠商名稱]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城中區八德路一段８２巷９弄２８號１樓 

[廠商電話] 23831569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665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7月 24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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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6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攝播影設備系統 

[標的分類] 374【辦公機器、文書處理系統及錄影設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600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50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6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6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500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01512872 

[廠商名稱] 哲林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北巿中山區復興北路二七四號三樓 

[廠商電話] 25006185 

[決標金額 ]新台幣 5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榮泰源實業有限公司 俱佳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7月 24日 

[附加說明]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路 364號 

[案號] 920600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 

[招標序號] 01  

[契約編號] 92耕事字第 00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電動病床等二項 

[標的分類] 365【醫療、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金額] 新台幣 324000 元 

[底價金額] 新台幣 2400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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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2年 06月 19日 

[決標日期]民國 92年 06月 26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780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80207910 

[廠商名稱] 禾采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中縣大甲鎮義和里中山路 1段 552號 

[廠商電話] (04)26879898 

[決標金額 ]新台幣 178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名稱] 

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保豐堂藥品有限公司 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真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2年 7月 24日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