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類相關設備 
[標案案號]A95_96_18_39_98_36_167_70_7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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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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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7/22 17:00 
[開標時間]102/07/23 09: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08 17:1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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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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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書中各相關單位申請老師，電話：02-22191131。
保固年限：詳規格書所述。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2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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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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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23 16:57: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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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95_96_18_39_98_36_167_70_72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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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類相關設備

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類相關設備 
[標案案號]A95_96_18_39_98_36_167_70_7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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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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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7/31 17:00 
[開標時間]102/08/01 09: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23 17:05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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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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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規格書中各相關單位申請老師，電話：02-22191131。
保固年限：詳規格書所述。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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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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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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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2 11:38:2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95_96_18_39_98_36_167_70_72  
[標案名稱]電腦類相關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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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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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1 09:30 
[原公告日期]102/07/24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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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01 
[決標公告日期]102/08/05 
[契約編號]A95_96_18_39_98_36_167_70_7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470,000元 
[總決標金額]6,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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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1517124 
[得標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臺北市內湖區 陽光街298號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96789  
[決標金額]6,4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01－102/08/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電腦類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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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6,400,000 
[底價金額]6,47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70771557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96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3120176 
[未得標廠商名稱]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96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9/23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全校軟體授權 
[標案案號]A102109078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2軟體執行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9/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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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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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10/07 17:00 
[開標時間]102/10/08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9/18 11:5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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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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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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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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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貮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貮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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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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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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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8 14:17: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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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A102109078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勞務類>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0/0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全校軟體授權

842軟體執行服務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全校軟體授權 
[標案案號]A102109078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2軟體執行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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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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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10/17 17:00 
[開標時間]102/10/18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08 14:26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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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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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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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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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貮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貮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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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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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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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21 10:35:2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9078  
[標案名稱]全校軟體授權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842軟體執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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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8 09:00 
[原公告日期]102/10/09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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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0/18 
[決標公告日期]102/10/22 
[契約編號]A10210907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790,000元 
[總決標金額]1,7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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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97446128 
[得標廠商名稱]松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 忠孝西路1段50號1樓、2樓、5樓、7樓之3  
[得標廠商電話]02- 23830383  
[決標金額]1,7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0/18－103/01/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全校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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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780,000 
[底價金額]1,790,000 
[原產地國別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1,780,000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攝影相機暨擴音設備 
[標案案號]A083_024_139_082_140_022_075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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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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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05 17:00 
[開標時間]102/08/06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26 14:4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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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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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林家玉老師、數媒科劉靜怡老師、教務處

卓昱宏老師、學務組尤季媛老師、全人教育中心彭瑞琪老師、護理科賴明宏老師，電話：02-
22191131#6926、8512、5217、7313、8417、7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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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暑假期
間每周三不上班〉至本校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

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8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8月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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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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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8 11:37:2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083_024_139_082_140_022_075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8/0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攝影相機暨擴音設備

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攝影相機暨擴音設備 
[標案案號]A083_024_139_082_140_022_075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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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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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16 17:00 
[開標時間]102/08/19 15: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8/08 12:14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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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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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全人教育中心林家玉老師、數媒科劉靜怡老師、教務處

卓昱宏老師、學務組尤季媛老師、全人教育中心彭瑞琪老師、護理科賴明宏老師，電話：02-
22191131#6926、8512、5217、7313、8417、7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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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暑假期
間每周三不上班〉至本校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

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8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8月16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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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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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22 15:5:3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083_024_139_082_140_022_075  
[標案名稱]攝影相機暨擴音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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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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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19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8/09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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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19 
[決標公告日期]102/08/23 
[契約編號]A083_024_139_082_140_022_07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73,000元 
[總決標金額]4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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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70474178 
[得標廠商名稱]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新北市中和區 中正路753號5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08821361  
[決標金額]47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19－102/09/1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攝影相機暨擴音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70,000 
[底價金額]473,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70658077 
[未得標廠商名稱]伯昌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9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護理專業技能教室設備 
[標案案號]A102105116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5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0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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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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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8 17:00 
[開標時間]102/06/19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6/06 19:05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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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鄭慧菁，電話：02-22191131#6956。保固年限：
一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
校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

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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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06月17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0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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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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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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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6/24 14:42: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2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116  
[標案名稱]護理專業技能教室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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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6/07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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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550,0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2/06/25 
[契約編號]A10210511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79,000元 
[總決標金額]47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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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 八德路1段82巷9弄28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金額]472,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6/19－102/08/1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護理專業技能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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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72,000 
[底價金額]479,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8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護理專業技能教室用具設備 
[標案案號]A102105066_130_205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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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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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1 17:00 
[開標時間]102/06/24 15: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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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13 09:3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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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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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李靜雯、邱淑如老師，電話：02-
22191131#6932、6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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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6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6月2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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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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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22 10:22:2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066_130_205  
[標案名稱]護理專業技能教室用具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81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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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2/06/28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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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5 
[決標公告日期]102/07/23 
[契約編號]A102105066_130_2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78,000元 
[總決標金額]29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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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36017096 
[得標廠商名稱]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臺北市士林區 德行東路109巷102弄11號2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8328678  
[決標金額]29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22－102/08/1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護理專業技能教室用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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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93,000 
[底價金額]378,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84,8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3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假病人模型 
[標案案號]A10210914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12滾壓, 拉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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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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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11 17:00 
[開標時間]102/10/14 08: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02 11:2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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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葉秀珍老師，電話：02-22191131#6916。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0月1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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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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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15 15:1:3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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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A102109144  
[標案名稱]假病人模型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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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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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4 08:30 
[原公告日期]102/10/03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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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0/14 
[決標公告日期]102/10/16 
[契約編號]A10210914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00,000元 
[總決標金額]1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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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 八德路1段82巷9弄28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金額]19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0/14－102/12/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假病人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 
[決標金額]198,000 
[底價金額]200,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198,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01,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臨床模擬生理人訓練系統 
[標案案號]A10220405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12滾壓, 拉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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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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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3 17:00 
[開標時間]102/07/04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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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14 14:4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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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沈淑芬老師，電話：02-22191131#8114。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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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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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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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5 9:56:3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4050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08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臨床模擬生理人訓練系統

412滾壓, 拉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8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臨床模擬生理人訓練系統 
[標案案號]A10220405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12滾壓, 拉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0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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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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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7/17 17:00 
[開標時間]102/07/18 09: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05 10:1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60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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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沈淑芬老師，電話：02-22191131#8114。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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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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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19 10:26:15 

更正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2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4050  
[標案名稱]臨床模擬生理人訓練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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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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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18 09:30 
[原公告日期]102/07/08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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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公告更正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8 
[原決標公告日期]102/07/22 
[決標公告日期]102/08/20 
[契約編號]A10220405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80,000元 
[總決標金額]3,0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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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86850705 
[得標廠商名稱]信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 民生東路2段174號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18868  
[決標金額]3,08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18－102/09/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臨床模擬生理人訓練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信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080,000 
[底價金額]3,0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434856 
[未得標廠商名稱]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專業技能教室用模型 
[標案案號]A102105092_193_204049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12滾壓, 拉拔, 摺疊製鋼鐵製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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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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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3 17:00 
[開標時間]102/07/04 10: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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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14 14:4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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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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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鄭慧菁老師、沈淑芬老師、幼保科高秀君老師，

電話：02-22191131#6956、8114、6950。保固年限：除沐浴娃娃與CPR模型娃娃2年外，其餘模型皆
保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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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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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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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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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5 8:56:2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092_193_204049  
[標案名稱]專業技能教室用模型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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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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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04 10:00 
[原公告日期]102/06/17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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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4 
[決標公告日期]102/07/08 
[契約編號]A102105092_193_20404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280,000元 
[總決標金額]1,27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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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 八德路1段82巷9弄28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金額]1,276,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04－102/09/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專業技能教室用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276,000 
[底價金額]1,2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47,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8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儀器櫃 
[標案案號]A10210611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0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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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17 17:00 
[開標時間]102/07/18 10: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05 13:0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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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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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黃秉炘老師，電話：02-22191131#6312。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1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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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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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19 8:48: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6114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22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儀器櫃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儀器櫃 
[標案案號]A10210611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2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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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24 17:00 
[開標時間]102/07/25 09: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19 09:0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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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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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黃秉炘老師，電話：02-22191131#6312。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2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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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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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26 16:42:3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6114  
[標案名稱]儀器櫃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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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25 09:30 
[原公告日期]102/07/22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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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2/07/29 
[契約編號]A1021061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2,500元 
[總決標金額]15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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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03455813 
[得標廠商名稱]瑞光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臺北市大安區 建國南路2段294巷3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636216  
[決標金額]152,5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25－102/08/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儀器櫃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瑞光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52,500 
[底價金額]152,5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空氣取熱式熱泵熱水機 
[標案案號]A102207023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17電力, 瓦斯, 蒸氣及熱水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8/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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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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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12 17:00 
[開標時間]102/08/13 09: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8/01 17:5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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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休科何金城老師，電話：02-22191131#7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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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8月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8月1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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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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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15 15:47:4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1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7023  
[標案名稱]空氣取熱式熱泵熱水機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17電力, 瓦斯, 蒸氣及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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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13 09:30 
[原公告日期]102/08/0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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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13 
[決標公告日期]102/08/16 
[契約編號]A102207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29,160元 
[總決標金額]2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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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28404427 
[得標廠商名稱]弘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3新北市泰山區 貴和里貴陽街16巷8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037755  
[決標金額]22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13－102/09/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空氣取熱式熱泵熱水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弘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9,000 
[底價金額]229,16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201950 
[未得標廠商名稱]佳勳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64,8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3123451 
[未得標廠商名稱]天舒能源科技設備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6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70788641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30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筆記型電腦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3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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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05 17:00 
[開標時間]102/11/06 10: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29 17:1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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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護理科高淑允老師、全人教育中心

林淑慧老師、學務處林東樞老師，電話：02-22191131#5217、8314、6515、8316。保固年限：攜帶

型教學電腦1年、可拆式筆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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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1月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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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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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6 15:19:5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0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1/0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筆記型電腦

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1/0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筆記型電腦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1/0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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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1 17:00 
[開標時間]102/11/12 08: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1/06 15:2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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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護理科高淑允老師、全人教育中心

林淑慧老師、學務處林東樞老師，電話：02-22191131#5217、8314、6515、8316。保固年限：攜帶

型教學電腦1年、可拆式筆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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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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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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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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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12 9:33:2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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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型電腦

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3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筆記型電腦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1/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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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5 17:00 
[開標時間]102/11/15 17: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1/12 10:0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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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護理科高淑允老師、全人教育中心

林淑慧老師、學務處林東樞老師，電話：02-22191131#5217、8314、6515、8316。保固年限：攜帶

型教學電腦1年、可拆式筆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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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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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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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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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18 11:32:1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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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標案名稱]筆記型電腦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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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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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15 17:30 
[原公告日期]102/11/13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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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15 
[決標公告日期]102/11/19 
[契約編號]A109131_209049_109127_11008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9,000元 
[總決標金額]24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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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9676717 
[得標廠商名稱]赫普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 中正路10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9102950  
[決標金額]249,9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1/15－102/12/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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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普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8 
[決標金額]249,900 
[底價金額]259,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249,9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70474178 
[未得標廠商名稱]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5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97446627 
[未得標廠商名稱]豐安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7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戶外佈告欄及櫥窗式公佈欄 
[標案案號]A102109199_102209028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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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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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1 17:00 
[開標時間]102/10/22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11 13:5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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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新店校區)妝管科邱琬升老師、(宜蘭校區)圖書組陳忠
信老師，電話：02-22191131#6312、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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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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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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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22 10:4: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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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9199_102209028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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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佈告欄及櫥窗式公佈欄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23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戶外佈告欄及櫥窗式公佈欄 
[標案案號]A102109199_102209028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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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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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5 17:00 
[開標時間]102/10/28 14: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22 10:35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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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新店校區)妝管科邱琬升老師、(宜蘭校區)圖書組陳忠
信老師，電話：02-22191131#6312、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2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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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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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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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29 14:12: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3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9199_102209028  
[標案名稱]戶外佈告欄及櫥窗式公佈欄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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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8 14:30 
[原公告日期]102/10/23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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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0/28 
[決標公告日期]102/10/30 
[契約編號]A102109199_1022090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02,000元 
[總決標金額]8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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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0574990 
[得標廠商名稱]維得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4桃園縣平鎮市 平南里漢口街１３５號  
[得標廠商電話]03- 4901420  
[決標金額]89,8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0/28－102/11/2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戶外佈告欄及櫥窗式公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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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得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3 
[決標金額]89,800 
[底價金額]102,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89,8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522474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輕工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9,9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969818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勝竣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2,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9/2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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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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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03 17:00 
[開標時間]102/10/04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9/26 12:01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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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老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年

限：廣播系統3年、教室音響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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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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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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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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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4 11:18: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0/0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0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0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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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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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14 17:00 
[開標時間]102/10/15 10: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04 11:3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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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老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年

限：廣播系統3年、教室音響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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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1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月1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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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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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15 16:31:4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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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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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16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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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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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1 17:00 
[開標時間]102/10/22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15 17:0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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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老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年

限：廣播系統3年、教室音響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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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1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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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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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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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23 10:52:2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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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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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2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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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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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8 17:00 
[開標時間]102/10/29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23 17:1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45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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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江昆仲老師，電話：02-22191131#5523。保固年

限：廣播系統3年、教室音響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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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0月25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0月2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
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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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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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0/29 14:58:2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0/30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9079  
[標案名稱]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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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9 09:00 
[原公告日期]102/10/2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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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0/29 
[決標公告日期]102/10/30 
[契約編號]A10210907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30,000元 
[總決標金額]2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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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13120176 
[得標廠商名稱]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 松江路206號4樓之6  
[得標廠商電話]02- 25642655  
[決標金額]229,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0/29－102/12/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電腦廣播教學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9,000 
[底價金額]230,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229,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1517124 
[未得標廠商名稱]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42,5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0/30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投影機、布幕、球型攝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標案案號]A102110177_175_169_176_162_17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0/3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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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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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05 17:00 
[開標時間]102/11/06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0/29 16:3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10個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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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幼保科陳脩文老師，電話：02-
22191131#5217、6212。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1月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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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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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6 15:46:4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0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10177_175_169_176_162_174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1/0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投影機、布幕、球型攝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1/0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投影機、布幕、球型攝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標案案號]A102110177_175_169_176_162_17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1/0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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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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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1 17:00 
[開標時間]102/11/12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1/06 15:5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10個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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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幼保科陳脩文老師，電話：02-
22191131#5217、6212。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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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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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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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14 10:3:3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10177_175_169_176_162_174  
[標案名稱]投影機、布幕、球型攝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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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12 09:00 
[原公告日期]102/11/07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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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12 
[決標公告日期]102/11/15 
[契約編號]A102110177_175_169_176_162_17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25,000元 
[總決標金額]4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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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29160770 
[得標廠商名稱]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新北市中和區 南山里南山路127巷18弄20之1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2409082  
[決標金額]42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1/12－102/11/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投影機、布幕、球型攝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栢研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25,000 
[底價金額]425,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425,000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70474178 
[未得標廠商名稱]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53,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更正公告 
公告日：102/11/08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原公告日]102/11/07 
[更正公告日]102/11/0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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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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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5 17:00 
[開標時間]102/11/18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列印時間：102/11/07 08:27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21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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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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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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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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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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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18 14:26:51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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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1/1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1/1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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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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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21 17:00 
[開標時間]102/11/22 08: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1/18 14:3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21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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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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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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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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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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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1/27 8:50:5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2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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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11/28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11/2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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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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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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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02 17:00 
[開標時間]102/12/03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11/27 09:27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21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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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卓昱宏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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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11月2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
截止日期：102年12月02日下午5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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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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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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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12/3 16:12:1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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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11010  
[標案名稱]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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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03 09:00 
[原公告日期]102/11/28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政府採購協定排除理由]40.非屬GPA適用機關。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臺紐經濟合作協定排除理由]40.非屬ANZTEC適用機關。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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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03 
[決標公告日期]102/12/04 
[契約編號]A10211101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10,000元 



[總決標金額]2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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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54236600 
[得標廠商名稱]富虹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11臺中市太平區 東平里東村路89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4- 22760082  
[決標金額]21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03－102/12/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移動式學生資訊看板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富虹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 
[決標金額]210,000 
[底價金額]210,000 
[原產地國別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1]210,000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6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資料庫指南 
[標案案號]A10210517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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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7 17:00 
[開標時間]102/06/18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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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05 15:1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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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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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圖中心-圖書組劉志銘先生，電話：02-
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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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6月14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6月17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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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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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6/18 14:15:4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172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勞務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1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資料庫指南

844資料庫服務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資料庫指南 
[標案案號]A10210517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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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4 17:00 
[開標時間]102/06/25 10: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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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18 17:15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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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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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圖中心-圖書組劉志銘先生，電話：02-
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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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6月21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6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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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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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6/26 10:41:3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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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172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勞務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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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庫指南

844資料庫服務 







列印時間： 102/7/5 9:29:1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172  
[標案名稱]資料庫指南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844資料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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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04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6/28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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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4 
[決標公告日期]102/07/08 
[契約編號]A10210517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15,000元 
[總決標金額]4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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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7546659 
[得標廠商名稱]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8新竹縣寶山鄉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縣寶山鄉工業東九路29號1樓  
[得標廠商電話]03- 5670336  
[決標金額]41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04－102/08/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資料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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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15,000 
[底價金額]415,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移動式書櫃 
[標案案號]A10220501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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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1 17:00 
[開標時間]102/05/22 11: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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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5/13 17:1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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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宜蘭校區圖書組陳忠信先生，電話：02-
22191131#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5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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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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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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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5/22 14:23:5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5012  
[標案名稱]移動式書櫃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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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22 11:00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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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2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3 
[契約編號]A1022050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2,500元 
[總決標金額]1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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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4437119 
[得標廠商名稱]瑋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 林森北路356號4樓  
[得標廠商電話]03- 3598811  
[決標金額]128,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2－102/06/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移動式書櫃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瑋泰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28,000 
[底價金額]132,5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853203 
[未得標廠商名稱]東欣倉儲設備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2004732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欣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借還書消磁機 
[標案案號]A102205004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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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1 17:00 
[開標時間]102/05/22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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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5/13 16:26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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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宜蘭校區圖書組陳忠信先生，電話：02-
22191131#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5月2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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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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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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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5/22 10:38: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5004  
[標案名稱]借還書消磁機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49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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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22 09:00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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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2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3 
[契約編號]A1022050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5,000元 
[總決標金額]1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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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2020803 
[得標廠商名稱]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 寶橋路235巷131號8樓之1  
[得標廠商電話]02- 89191510  
[決標金額]135,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2－102/06/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借還書消磁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35,000 
[底價金額]13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735023 
[未得標廠商名稱]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3,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3117951 
[未得標廠商名稱]日盛圖書館設備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8,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消息/招標內容

招標公告-中文電子書
發佈日期： 2013/6/18 ‧下架/開標日期：2013/6/25‧聯絡人： 事務組-蕭鈺霖 ‧分機：5415

[採購案號]A102106011  
[採購案名]中文電子書 
[公告種類]限制招標  
[公告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公告人姓名]蕭鈺霖 
[公告人電話]2219-1131#5415  
[公告期間]102年06月18日-102年06月25日  
[開標日期]102年06月25日11時00分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100元

 

==關閉視窗== 



列印時間： 102/6/28 16:46:1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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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6011  
[標案名稱]中文電子書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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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25 11:00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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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自辦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25 
[決標公告日期]102/07/01 
[契約編號]A10210601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00,000元 
[總決標金額]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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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0新竹市東區 路192號9樓之1  
[得標廠商電話]03- 5736288  
[決標金額]3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6/25－102/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中文電子書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00,000 
[底價金額]30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8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組合式舞台 
[標案案號]A102105227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6/18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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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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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1 17:00 
[開標時間]102/07/02 15:3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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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6/17 16:37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漂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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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處林東樞先生，電話：02-22191131#5316。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6月2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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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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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2 16:41:53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3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227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03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組合式舞台

389其他製造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3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組合式舞台 
[標案案號]A102105227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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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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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10 17:00 
[開標時間]102/07/11 15: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02 16:59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漂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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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學務處林東樞先生，電話：02-22191131#5316。保固年

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8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10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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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16 8:52:1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7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227  
[標案名稱]組合式舞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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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11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7/03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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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2/07/17 
[契約編號]A1021052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35,000元 
[總決標金額]3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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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53864980 
[得標廠商名稱]森錩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3臺中市西區 五權西路一段237號15樓之1  
[得標廠商電話]04- 22022799  
[決標金額]33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11－102/08/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組合式舞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森錩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33,000 
[底價金額]335,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0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監控防護設備監視系統 
[標案案號]A102205009_102205033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2,538,2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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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10月1日前擴充本採購
範圍金額$180,000元。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5/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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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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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時間]102/06/03 17:00 
[開標時間]102/06/04 09:00 

列印時間：102/05/17 11:19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2年7月31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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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信用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林俊賢組長、圖書組陳忠信先生，電話：02-
22191131#7411、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7:00〉至本校
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貳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貳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5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6月3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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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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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1補助金額]2,53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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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6/4 16:29:29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205009_102205033  
[標案名稱]校園監控防護設備監視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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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04 09:00 
[原公告日期]102/05/20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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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538,200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2/06/05 
[契約編號]A102205009_10220503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153,000元 
[總決標金額]2,15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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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6239684 
[得標廠商名稱]傑昇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60宜蘭縣宜蘭市 延平里東港路３０之７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3- 9380238  
[決標金額]2,15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6/04－102/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校園監控防護設備監視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傑昇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153,000 
[底價金額]2,153,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3145007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宜禾企業社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1585937 
[未得標廠商名稱]鴻海企業社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空間門禁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5017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其他通用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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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0 17:00 
[開標時間]102/05/21 09: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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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5/13 14:23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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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處環安組許朝昇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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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5月16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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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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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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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5/21 17:2:4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017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5/22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校園空間門禁管制系統

4393其他通用機具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空間門禁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5017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其他通用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5/2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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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4 17:00 
[開標時間]102/05/27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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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102/05/21 17:10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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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處環安組許朝昇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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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5月23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5月24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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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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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5/27 16:8:2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8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017  
[標案名稱]校園空間門禁管制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4393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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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5/22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宜蘭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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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8 
[契約編號]A10210501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28,000元 
[總決標金額]3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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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8903514 
[得標廠商名稱]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6新北市土城區 廣福街14巷25號2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2620020  
[決標金額]327,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7－102/06/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校園空間門禁管制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27,000 
[底價金額]328,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1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 
[標案案號]A102108063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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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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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28 17:00 
[開標時間]102/08/29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8/16 15:1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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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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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力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
件載明者】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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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9:00 – 12:00、13:30 – 16:00；暑假期
間每週三不上班〉至本校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

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8月27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8月28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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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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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30 11:32:2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9/0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806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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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8/19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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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29 
[決標公告日期]102/09/02 
[契約編號]A10210806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850,000元 
[總決標金額]8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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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8681745 
[得標廠商名稱]千里眼世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 中華路1段59號7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89857605  
[決標金額]833,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29－102/09/2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校園安全監視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千里眼世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833,000 
[底價金額]8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3128043 
[未得標廠商名稱]學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60,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80846 
[未得標廠商名稱]睿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89,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相關物品設備 
[標案案號]A102105090_10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4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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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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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22 17:00 
[開標時間]102/07/23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12 11:00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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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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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董靜茹老師，電話：02-22191131#6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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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19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22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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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7/23 17:1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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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A102105090_100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 否 
[標的分類] <財物類>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7/2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相關物品設備

384運動商品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相關物品設備 
[標案案號]A102105090_100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4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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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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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31 17:00 
[開標時間]102/08/01 14: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23 17:23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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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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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董靜茹老師，電話：02-22191131#6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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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

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

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
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7月30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7月31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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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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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2 10:41:5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5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小姐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5090_100  
[標案名稱]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相關物品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4運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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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1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7/2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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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01 
[決標公告日期]102/08/05 
[契約編號]A102105090_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00,000元 
[總決標金額]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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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7723459 
[得標廠商名稱]科正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新北市汐止區 大同路2段145號7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86926616  
[決標金額]100,0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01－102/08/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高齡者體適能檢測相關物品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科正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00,000 
[底價金額]10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2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告示展示牌暨海報架 
[標案案號]A102104162_102205062_102207032 
[機關代碼]3.10.94.32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電子郵件信箱]lanny@ctcn.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9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18條、第19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條 
[公告日]102/07/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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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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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05 17:00 
[開標時間]102/08/06 15:00 
[開標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列印時間：102/07/26 16:08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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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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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
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 
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
之）。 
三、預算金額100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
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
以示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徐誼樺老師、教務組張如茵老師、宜蘭圖書組陳

忠信老師，電話：02-22191131#5532、7312、7521。保固年限：1年。 
二、[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1、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8:00 – 12:00、13:30 – 16:00；暑假期
間每週三不上班〉至本校總務處領取 2、郵購領標方式：以限時掛號內附抬頭開立『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之新台幣壹佰元整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信封（A4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
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新北市

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蕭小姐收』。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新台幣壹佰元整。 
四、[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五、[其它]： 1.郵寄購買標單截止日期：102年8月2日〈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
止日期：102年8月5日下午5時正〈本校收受以郵戳為憑〉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傳
真：02-23583005 ） 
＊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74號;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
傳真：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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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號5樓;台北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1代碼]3.9 
[補助機關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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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時間： 102/8/13 15:42:34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14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聯絡人]蕭鈺霖 
[聯絡電話]02-22191131分機5415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A102104162_102205062_102207032  
[標案名稱]告示展示牌暨海報架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389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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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06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7/29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新北市－新店區,宜蘭縣－三星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產品或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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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8/08 
[決標公告日期]102/08/14 
[契約編號]A102104162_102205062_10220703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5,000元 
[總決標金額]10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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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12789024 
[得標廠商名稱]冠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高雄市鳳山區 國光里國興街1巷3之3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7018268  
[決標金額]102,400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08－102/09/0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告示展示牌暨海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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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年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02,400 
[底價金額]14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463874 
[未得標廠商名稱]歐凌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75,00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80574990 
[未得標廠商名稱]維得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36,020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32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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