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401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不斷電系統 

[標的分類] 電及電子設備零件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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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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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4 月 25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4 月 25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5/05/10  

[新增日期] 95年 04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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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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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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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4-20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701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專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耕莘樓、德蘭樓普通教室網路管理設備 

[標的分類] 電及電子設備零件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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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人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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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8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7 月 31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7 月 31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14 日  

[新增日期] 95年 07 月 25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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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親領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

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7-26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801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急救訓練模型 2具 

[標的分類] 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32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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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人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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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32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9 月 07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9 月 0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9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08 月 28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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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8-30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7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 1批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多媒體設備 

[採購金額]新台幣 371,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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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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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371,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371,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0 月 03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0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09 月 20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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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9-25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1001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桌椅櫃講台 1批 

[標的分類] 木材、木工製品、合板及三夾板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47,5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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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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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47,5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47,5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1 月 21 日 13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1 月 21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11 月 15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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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1-16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4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胎兒分娩監視器 1台 

[標的分類] 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17,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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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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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7,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9 月 21 日 13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9 月 21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09 月 13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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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9-14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702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專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攜帶式生理監視器 

[標的分類] 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5,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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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人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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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5,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8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7 月 27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7 月 27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07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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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2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親領，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2

樓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7-20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8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感覺統合教室整理櫃 4座 

[標的分類] 木材、木工製品、合板及三夾板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35,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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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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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35,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3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0 月 20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0 月 20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2週內  

[新增日期] 95年 10 月 13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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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0-16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6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化妝品調製設備及化妝品檢驗設備各 1式 

[標的分類] 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446,117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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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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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446,117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4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0 月 19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0 月 19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10 月 05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0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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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標金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200 元整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0-12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1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專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彩妝造型實驗室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教學用彩裝教室用品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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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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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0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0 月 05 日 10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0 月 05 日 11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2週內  

[新增日期] 95年 09 月 26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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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標金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200 元整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9-27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18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1003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2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美容衛生教室設備一式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專業教室設備 

[採購金額]新台幣 715,327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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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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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715,327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715,327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1 月 10 日 10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1 月 10 日 11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11 月 03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1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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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投標金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200 元整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1-07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23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1106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第三電腦教室電腦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腦教室電腦設備 

[採購金額]新台幣 2,04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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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硬體設備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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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04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0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2 月 15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2 月 15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2週內  

[新增日期] 95年 11 月 29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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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標金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200 元整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2-01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23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0902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上消磁機 

[標的分類] 電及電子設備零件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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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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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09 月 19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09 月 19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09 月 08 日 

[更正日期] 95年 09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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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09-12 

 



中華民國 96年 01 月 23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51006 [機關代碼]10.1.1.38.20.10.40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第 01 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招標單位名稱]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西文圖書 28 冊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3,586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 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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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提供電子領標原因]操作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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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公開閱覽]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李鴻源 

[電話] 02-22191131#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3,586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3,58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是否統包]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年 11 月 09 日 09 時 5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年 11 月 09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45 日內  

[新增日期] 95年 10 月 30 日 

[更正日期] 95年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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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內增購權利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無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申訴受理單位]（地址：、電話：、傳真：） 

[檢舉受理單位]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二樓總務

處領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現金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公告日期]2006-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