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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12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3 日 09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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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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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詳閱投標須知、標單、明細表及要求表。  

 

 

 

[公告日期]2004-11-15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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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311013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0-3 歲嬰幼兒教具 12 項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幼保教具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516,4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516,4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516,4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3 日 09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 3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年 12 月 18 日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2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2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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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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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11-16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14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3-6 歲幼兒教具 1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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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幼保科教具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616,64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616,64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616,64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3 日 13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3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 3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年 12 月 18 日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2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2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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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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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11-16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16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兒營養與膳食教具 1批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幼教教具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161,5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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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02-22191131 轉 533 

[傳真] 02-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61,5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61,5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5 日 09 時 0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6 日 09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 3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年 12 月 15 日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8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8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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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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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11-19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0004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資訊軟體服務業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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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0 月 29 日 08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0 月 29 日 09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閱覽室（德蘭樓 5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年 11 月 30 日  

[新增日期] 93年 10 月 14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0 月 14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保留 

[未來增購權利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2年內保留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之百分之 5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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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系統功能測試審查合格(資格標時當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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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  

1.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系統需求規格書。  

2.資格標審查,投標廠商須先通過系統功能測試合格始可參加價格標。  

3.測試項目請依招標文件[系統功能審查表]提供測試,如有疑義可至本校洽詢,截開標後不得異議.  

 

 

 

[公告日期]2004-10-15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8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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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5 日 09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5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日曆天）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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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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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磁碟片明細表及要求表。  

 

 

 

 

 

 

[公告日期]2004-11-11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1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攜帶型電腦教學多媒體播放組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年 11 月 09 日 09 時 30 分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09 日 10 時 00 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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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3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決標日起 7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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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04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04 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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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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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1.9 上午 10 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 3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 5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書。  

 

 

 

[公告日期]2004-11-04 

中華民國 93年 12 月 31 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2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高階骨幹網路設備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年 11 月 09 日 13 時 30 分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09 日 14 時 00 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990,000 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99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99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3年 12 月 2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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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04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04 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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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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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1.09 下午 14 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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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書。  

 

 

 

[公告日期]2004-11 

中華民國 93年 12 月 31 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5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西文期刊新增訂購 35 種 

[標的分類] 勞務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年 11 月 16 日 09 時 30 分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16 日 10 時 00 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358,885 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358,885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358,885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依期刊每期發行日至 94年 12 月 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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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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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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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1.16 上午 10 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會議室（耕莘樓 3樓）。  

[押標金額度]：免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標單明細表。  

 

 

 

[公告日期]2004-11-10 

中華民國 93年 12 月 31 日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7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9-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年 11 月 16 日 13 時 30 分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16 日 14 時 00 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652,171 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652,171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652,17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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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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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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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1.16 上午 10 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明細表及要求書。  

 

 

 

[公告日期]2004-11-10 

中華民國 93年 12 月 31 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09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科中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00,000 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02-22191131 轉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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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0,00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5 日 13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5 日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日曆天）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0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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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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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磁碟片明細表及要求書。  

 

 

 

 

 

 

 

[公告日期]2004-11-11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料 

 

[案號] 9311010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年 11 月 17 日 09 時 30 分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17 日 10 時 00 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02,140 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2,14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02,1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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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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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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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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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1.17 上午 10 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耕莘樓 3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明細表及要求書。 

 

 

[公告日期]2004-11-11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料 

 

[案號] 9307008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科教學儀器設備一批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電腦及家電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1,795,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79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79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8月 19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19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二樓 516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4日內（日曆天）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03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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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保留 
[未來增購權利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一年內保留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規格表；商品型錄請事先依規範表內項目，以紅線或勾註方式標明，以節省型錄審查時間.  
 
 
 
[公告日期]2004-08-04 

[案號] 9309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1批(含安裝)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影音設備買賣商因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9月 30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9月 30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30日內  
[新增日期] 93 年 09月 13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9月 13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13-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09-15 

[案號] 9309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1批(含安裝)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影音設備買賣商因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9月 30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9月 30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30日內  
[新增日期] 93 年 09月 13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9月 13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09-15 

[案號] 9305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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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術考錄影登錄系統採購料(含安裝)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電腦軟.硬體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5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5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25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10月 08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10月 08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 年 10月 29日前  
[新增日期] 93 年 09月 20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9月 20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或郵購（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規格表、系統架構示意圖。 
[公告日期]2004-09-22 

[案號] 9309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1批(含安裝)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影音設備買賣商因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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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10月 13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10月 13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30日內  
[新增日期] 93 年 10月 04日 
[更正日期] 93 年 10月 04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第 1次已領標廠商憑收據免繳工本費)。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標單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10-05 

[案號] 9310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資訊軟體服務業 
[採購金額]新台幣 1,85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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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金額]新台幣 1,85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第一次招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10月 29日 08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10月 29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閱覽室（德蘭樓 5 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93 年 11月 30日  
[新增日期] 93 年 10月 14日 
[更正日期] 93 年 10月 14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保留 
[未來增購權利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之陳述] 2 年內保留增購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之百分之 5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投標商品型錄

及系統功能測試審查合格(資格標時當場測試)。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貳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其他]：  
1.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系統需求規格書。  
2.資格標審查,投標廠商須先通過系統功能測試合格始可參加價格標。  
3.測試項目請依招標文件[系統功能審查表]提供測試,如有疑義可至本校洽詢,截開標後不得異議.  
[公告日期]2004-10-15 

[案號] 9307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0-3歲發展學習教具一批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補充說明] 幼兒教學教具 
[採購金額]新台幣 48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48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8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8月 02日 1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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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02日 14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耕莘樓二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日內  
[新增日期] 93 年 07月 22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7月 22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1.請詳閱投標須知、規格表及投標清單，投標標的附商品型錄供本校審查。  
2.本案廠牌限美國 Community playthings  
[公告日期]2004-07-26 

[案號] 9307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荷蘭新屋牌蒙特梭利教具 130項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8月 05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天  
[新增日期] 93 年 07月 27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7月 2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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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投標標的附商品型錄供本校審查。  
[公告日期]2004-07-29 

[案號] 9307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荷蘭新屋牌蒙特梭利教具 130項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無法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8月 16日 13時 0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16日 14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天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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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投標標的附商品型錄供本校審查。  
[公告日期]2004-08-09 

[案號] 9308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西文圖書 98冊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14,274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214,274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14,274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8月 31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31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本校耕莘樓 2 樓 516教室。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日內（日曆天）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20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20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總投標價 5%。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公會會員證及本標的獨家代理證明書。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標單。  
[公告日期]2004-08-24 

[案號] 9309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英語教學軟體三套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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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說明] 電腦軟體買賣商 
[採購金額]新台幣 165,000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預算金額]新台幣 16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6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 年 09月 24日 09時 30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 年 09月 24日 10時 00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5日內  
[新增日期] 93 年 09月 15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9月 15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招標文件領取方式及地點]：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書。  
[公告日期]2004-09-17 

[案號] 9305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血壓血氧濃度監測儀 
[標的分類] 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09日 13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09日 14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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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金額]新台幣 11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1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1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三十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04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04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投標標的之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09下午十四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各項標的應附商品型錄供本校審查。  
[公告日期]2004-06-04 

[案號] 9306002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西文期刊 18種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16日 09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83,664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83,664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83,664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天(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1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16上午十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押標金額度]：無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期刊表。 
[公告日期]2004-06-11 

[案號] 9306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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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教學設備擴充 
[標的分類] 服務及貿易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16日 13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14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95,8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5,8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95,8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5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1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1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16下午十四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範書。  
[公告日期]2004-06-11 

[案號] 9306004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音樂多媒體設備採購 1套 
[標的分類] 家用及商用器具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23日 11時 0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23日 11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郵遞或親自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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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23上下午 11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06-16 

[案號] 9306006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設團樂器 1批採購 
[標的分類] 樂器、唱機及家庭式收音機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23日 13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23日 14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2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2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2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60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投標標的商品

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06-16 

[案號] 9306005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檢定試場改裝工程 
[標的分類] 文教類工程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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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23日 09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23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84,13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84,13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5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郵寄或親送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7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24下午十四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領標時先至現場勘察，請詳閱投標須知、規格表、裝修圖。 
[公告日期]2004-06-17 

[案號] 9306008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檢定試場設備採購(含安裝) 
[標的分類] 土木及建築材料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6月 24日 13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6月 24日 14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291,753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291,753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91,753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5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郵寄或親送 
[新增日期] 93 年 06月 17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6月 1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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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6.24下午十四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三樓會議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領標時先至現場勘察，請詳閱投標須知、規格表、裝修圖。  
[公告日期]2004-06-17 

[案號] 9307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數位相機.攝錄影機各一台及週邊配備 
[標的分類] 照相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7月 28日 09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7月 28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53,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3,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53,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7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郵寄或親送。 
[新增日期] 93 年 07月 22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7月 22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投標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7.28上下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耕莘樓 2 樓）。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書  
[公告日期]2004-07-22 

[案號] 9307006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蒙特梭利教具教學設備 67項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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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8月 11日 09時 5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11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2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30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8.11上下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耕莘樓二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投標標的附商品型錄供本校審查。  
[公告日期]2004-08-05 

[案號] 9307007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紅外線體溫篩檢儀一台 
[標的分類] 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8月 10日 09時 5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10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168,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168,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168,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4日內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新增日期] 93 年 07月 29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516教室（耕莘樓二樓）。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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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時間 : 民國 93 年 08月 03日 17:48] 
測溫範圍:30 度 C-40 度 C 最小解析度 0.1 度 C 重量+-0.4 度 C 測量誤差:+-0.4 度 C 測量時間 0.3秒  
多次測量時間間隔 0.3秒 環境溫度 10 度 C~35 度 C 相對濕度<=80% 基本尺度:40CM*15CM*200CM(長.寬.高)  
至少 14個感應器 立柱型 附 LCD顯示器 移動式腳架 電壓值:110V  
[更正時間 : 民國 93 年 08月 05日 09:50] 
規格表重量應為 17KG(+-5KG) 
[更正時間 : 民國 93 年 08月 05日 10:04] 
規格表修正如下:測溫範圍:30 度 C-40 度 C 最小解析度 0.1 度 C 重量：17KG+-5KG  
示警誤差:+-0.4 度 C 警示溫度測量誤差:+-0.4 度 C 測量時間 0.3秒  
多次測量時間間隔 0.3秒 環境溫度 10 度 C~35 度 C 相對濕度<=80%  
基本尺度:40CM*15CM*200CM(長.寬.高) 至少 14個感應器  
立柱型 附 LED顯示器 移動式腳架 電壓值:110V  
[公告日期]2004-08-05 

[案號] 9307008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兒音樂節奏樂器一批 
[標的分類] 樂器、唱機及家庭式收音機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8月 12日 09時 5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12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4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05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8.12上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二樓 516教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商品型錄請事先依規範表內項目，以紅線或勾註方式標明，以節省型錄審查時間. 
 
 
[更正時間 : 民國 93 年 08月 05日 14:51]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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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93.08.12上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二樓 516教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商品型錄請事先依規範表內項目，以紅線或勾註方式標明，以節省型錄審查時間.  
[公告日期]2004-08-05 

[案號] 9308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2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婦嬰照護設備及幼保教具等 72項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8月 27日 09時 5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8月 27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999,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999,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999,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14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新增日期] 93 年 08月 19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8月 19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須有本標的相關營業項目）、最近一

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標單附註註記項目）。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8.18下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耕莘樓二樓 516教室。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商品型錄請事先依規範表內項目，以紅線或勾註方式標明，以節省型錄審查時間  
[公告日期]2004-08-19 

[案號] 9309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0-3及 3-6歲發展學習教具玩具 278項 
[標的分類] 財物類其它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09月 08日 09時 5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09月 08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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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金額]新台幣 604,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604,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604,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3 年 9月 20日前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09月 03日 
[更正日期] 93 年 09月 03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09.08上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 516教室（耕莘樓二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投標標的附商品型錄（照片）供本校審查。  
[公告日期]2004-09-03 

[案號] 9310001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主機儲存空間擴充 
[標的分類]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料及輔助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10月 12日 09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10月 12日 10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簽約後 30日內(日曆天)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10月 06日 
[更正日期] 93 年 10月 06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佰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0.12上午 10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押標金額度]：總投標價 5%。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及規格表。  
[公告日期]200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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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310003 [機關代碼] 3.10.94.23 第 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數位教材製作設備 1套 
[標的分類] 一般用途 ADP 設備軟體、材料及輔助設備 
[是否刊登公報] 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轉 533 
[傳真] 22192721 
[截止收件期限] 93 年 10月 13日 08時 30分 
[開標日期] 93 年 10月 13日 09時 00分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採購金額]新台幣 705,000元 
[預算金額]新台幣 705,000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705,000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履約期限] 93 年 11月 5日 
[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新增日期] 93 年 10月 07日 
[更正日期] 93 年 10月 07日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說明] 
[廠商資格摘要]：持有經濟部公司執照（非公司組織型態者免）、營利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及投標商品型錄。  
[公開取得文件領取方式及處所]：至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耕莘護專總務處親領（每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開標地點]：93.10.13上午 9時在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押標金額度]：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其他]：請詳閱投標須知、投標清單、規格書及教學儀器系統圖說明。  
[公告日期]2004-10-07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1101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4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1,98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95,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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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11月 1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9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04925644 
[廠商名稱] 廠聯貿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九一號四樓 
[廠商電話] 2391428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9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4日 
[附加說明] 
廠聯貿易有限公司第 2次減價新台幣壹拾玖萬伍仟元正,同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11日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1101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4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0-3歲嬰幼兒教具 12項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516,4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415,5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11月 1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13,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595709 
[廠商名稱]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五一號五樓 
[廠商電話] 87725358 
[決標金額]新台幣 413,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4日 
[附加說明]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肆拾壹萬參仟元正,低於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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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1101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4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3-6歲幼兒教具 15項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616,64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50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11月 1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93,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595709 
[廠商名稱]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五一號五樓 
[廠商電話] 87725358 
[決標金額]新台幣 493,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24日 
[附加說明]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肆拾玖萬參仟元正,低於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 年 11月 12日 
 

[案號] 9311012 [機關代碼]3.10.94.23 第 01 次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補充說明]  

[採購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狀態]第一次限制性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聯絡人(或單位)] 總務處徐瑞 

[電話] 22191131 轉 533 

[傳真] 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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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預計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金額是否公告]否 

[執行現況] 已決標 

[領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3年 11 月 23 日 09 時 30 分 

[採行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3年 11 月 2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本校會議室（耕莘樓三樓）。  

[投標文字] 中文  

[履約地點] 台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 決標後 30 日內  

[新增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更正日期] 93年 11 月 11 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 買受,定製 

[未來增購權利]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台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耕莘護專總務處。 

[押標金額度] 以總投標價之百分之五計繳。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中文限制性招標公告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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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稅證明。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壹百元，憑出納組收據領取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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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不辦領標）。  

[其他]：詳閱投標須知、標單、明細表及要求表。  

 

 

 

[公告日期]2004-11-15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7008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1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兒音樂節奏樂器一批 
[標的分類] 377【樂器、唱機及家庭式收音機】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2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8月 0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8月 12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09,8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67841185 
[廠商名稱] 晹樺企業社 
[廠商地址] 高雄市福德二路 46號 
[廠商電話] (07)7234836 
[決標金額]新台幣 30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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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16730947[未得標廠商名稱 1]杉河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70720853[未得標廠商名稱 2]聖喬治國際學社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9月 8日 
[附加說明]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9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2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1批(含安裝)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30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10月 0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32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3307333 
[廠商名稱] 晉榮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文山區景興路二八二巷一號三樓之三 
[廠商電話] 29352766 
[決標金額]新台幣 1,32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2877686[未得標廠商名稱 1]穩健貿易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2301017[未得標廠商名稱 2]誼興電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4日 
[附加說明] 
晉榮有限公司第三次減價報價新台幣壹佰參拾貳萬伍仟元正,逾底價未逾 8%主席宣布保留決標,經簽奉校長核可後同意
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5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 02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術考錄影登錄系統採購料(含安裝)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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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金額]新台幣 1,25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00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9月 2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040,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70573450 
[廠商名稱] 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北投區文林北路一一二號六樓 
[廠商電話] 28755739 
[決標金額]新台幣 1,04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0530662[未得標廠商名稱 1]群能科技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6739308[未得標廠商名稱 2]訊東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2日 
[附加說明] 
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減價報價新台幣壹佰肆萬元正,不再減價逾底價未逾 8%,主席宣布保留決標,經簽奉核定同
意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9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2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2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普通教室教學設備 1批(含安裝)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4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30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10月 0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4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32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3307333 
[廠商名稱] 晉榮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文山區景興路二八二巷一號三樓之三 
[廠商電話] 29352766 
[決標金額]新台幣 1,32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2877686[未得標廠商名稱 1]穩健貿易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2301017[未得標廠商名稱 2]誼興電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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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14日 
[附加說明] 
晉榮有限公司第三次減價報價新台幣壹佰參拾貳萬伍仟元正,逾底價未逾 8%主席宣布保留決標,經簽奉校長核可後同意
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8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1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西文圖書 98冊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214,274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9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8月 24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8月 31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90,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04925644 
[廠商名稱] 廠聯貿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九一號四樓 
[廠商電話] (02)2391428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9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0746522[未得標廠商名稱 1]春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4745807[未得標廠商名稱 2]文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9月 8日 
[附加說明]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7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17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荷蘭新屋牌蒙特梭利教具 130項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46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445,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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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8月 05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8月 20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4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6760792 
[廠商名稱] 新屋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八之一號一樓 
[廠商電話] (02)23218387 
[決標金額]新台幣 44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9月 20日 
[附加說明] 
廠商第 1次減價報價新台幣肆拾肆萬伍仟元正同底價主席宣佈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10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2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視聽媒體 1批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395,993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5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01項第 02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07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5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6696083 
[廠商名稱] 臺鉅貿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中山區松江里１１鄰松江路２２１巷２１號２樓 
[廠商電話] 28276038 
[決標金額]新台幣 35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10月 8日 
[附加說明] 
本案逾底價未逾 8%,簽奉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5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38-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01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高級心臟救命術訓練模型 
[標的分類] 365【醫療、牙醫及獸醫設備及用品】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950,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78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5月 2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5月 27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6850705 
[廠商名稱] 信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信義區光復南路５４７號５樓 
[廠商電話] 25018868 
[決標金額]新台幣 80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上級機關核准文號]超底價未逾 8%,奉代理校長教務主任核定決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 1][未得標廠商名稱 1]集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未得標廠商名稱 2]潔昇興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5月 31日 
[附加說明]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6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02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西文期刊 18種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283,664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26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6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6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241,115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0773192 
[廠商名稱] 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中正區重慶南路一段１２１號４樓之４ 
[廠商電話] (02)23832379 
[決標金額]新台幣 241,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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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97390572[未得標廠商名稱 1]易利圖書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6033521[未得標廠商名稱 2]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6月 17日 
[附加說明]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6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03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語言教室教學設備擴充 
[標的分類] 335【服務及貿易設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95,8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55,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6月 11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6月 16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55,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70658077 
[廠商名稱] 伯昌資訊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新莊巿復興路一段二一四號之三 
[廠商電話] (02)29937738 
[決標金額]新台幣 155,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9333608[未得標廠商名稱 1]青懋資訊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2301613[未得標廠商名稱 2]瑞宏電腦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6月 17日 
[附加說明] 
伯昌資訊有限公司第三次減價新台幣壹拾伍萬伍仟元正同底價主席宣佈決標.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600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05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音樂多媒體設備採購 1套 
[標的分類] 372【家用及商用器具】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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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新台幣 13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6月 1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6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29,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3307333 
[廠商名稱] 晉榮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文山區景興路二八二巷一號三樓之三 
[廠商電話] 29352766 
[決標金額]新台幣 129,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12301017[未得標廠商名稱 1]誼興電業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2877686[未得標廠商名稱 2]穩健貿易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6月 29日 
[附加說明]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號 
[案號] 9306006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耕事字第 006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設團樂器 1批採購 
[標的分類] 377【樂器、唱機及家庭式收音機】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425,000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70,000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 年 06月 16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 年 06月 23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90,000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6796742 
[廠商名稱] 博弘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博凱分公司 
[廠商地址] 台北市金中山南路二段二二二號一樓 
[廠商電話] 33936616 
[決標金額]新台幣 39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12782161[未得標廠商名稱 1]上海敦煌樂器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6837309[未得標廠商名稱 2]功學社樂器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忠孝分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 年 6月 29日 
[附加說明] 
廠商第三次減價新台幣參拾玖萬元正,逾底價未逾 8%,主席宣佈保留決標,經簽奉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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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10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8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2,14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7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48,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30813829 

[廠商名稱]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九一號四樓 

[廠商電話] (02)23914280 

[決標金額]新台幣 348,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4745807[未得標廠商名稱 1]文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0746522[未得標廠商名稱 2]春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2 月 3 日 

[附加說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9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45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科中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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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02-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4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3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5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87,409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4348589 

[廠商名稱] 金典書局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南巿東區前鋒路一四三之三號一樓 

[廠商電話] (06)2742711 

[決標金額]新台幣 887,409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70545125[未得標廠商名稱 1]曜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6763019[未得標廠商名稱 2]凌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2 月 3 日 

[附加說明] 

金典書局企業有限公司標價新台幣捌拾捌萬柒仟肆佰零玖元正,低於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8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44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幼保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5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48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5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45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4785379 

[廠商名稱] 藝術村書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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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地址] 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二段八一號一二樓之一 

[廠商電話] (02)87971168 

[決標金額]新台幣 1,45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4138253[未得標廠商名稱 1]格林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625132[未得標廠商名稱 2]三暉圖書發行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2 月 2 日 

[附加說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1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43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3-6 歲幼兒教具 15 項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616,64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5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01 項第 02 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6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3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93,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595709 

[廠商名稱]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五一號五樓 

[廠商電話] 87725358 

[決標金額]新台幣 493,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4 日 

[附加說明]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肆拾玖萬參仟元正,低於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2 日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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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1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42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0-3 歲嬰幼兒教具 12 項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516,4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415,5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01 項第 02 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6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3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413,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595709 

[廠商名稱]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五一號五樓 

[廠商電話] 87725358 

[決標金額]新台幣 413,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4 日 

[附加說明] 

嘉旺股份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肆拾壹萬參仟元正,低於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2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1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評選公開徵求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41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科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231,98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9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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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01 項第 02 款辦理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3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95,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04925644 

[廠商名稱] 廠聯貿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九一號四樓 

[廠商電話] 23914280 

[決標金額]新台幣 195,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4 日 

[附加說明] 

廠聯貿易有限公司第 2次減價新台幣壹拾玖萬伍仟元正,同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1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7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7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護理西文圖書 1批 

[標的分類] 376【書、地圖及其他刊物】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652,171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56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6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551,32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5879575 

[廠商名稱] 力大圖書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大安區和平東路二段９０巷２號４樓 

[廠商電話] 27332592 

[決標金額]新台幣 551,32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70387580[未得標廠商名稱 1]易良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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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代碼 2]04631676[未得標廠商名稱 2]三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2 日 

[附加說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5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6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西文期刊新增訂購 35 種 

[標的分類] 299【勞務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358,885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1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6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3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20773192 

[廠商名稱] 鳳鑫企業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中正區重慶南路一段１２１號４樓之４ 

[廠商電話] 23899233 

[決標金額]新台幣 33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03571138[未得標廠商名稱 1]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86033521[未得標廠商名稱 2]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2 日 

[附加說明] 

鳳鑫企業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參拾參萬元正,逾底價(新台幣參拾壹萬元正)未逾 8%主席宣布保留決標經簽奉核定

同意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4  

[決標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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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5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隨選視訊系統轉換器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40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0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2770566 

[廠商名稱] 呈諺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中和市南山路一九八號 

[廠商電話] 86688027 

[決標金額]新台幣 35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3756990[未得標廠商名稱 1]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2169142[未得標廠商名稱 2]億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2 日 

[附加說明] 

呈諺科技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參拾伍萬元正,同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5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4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隨選視訊播放系統 2項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85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80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0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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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0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12770566 

[廠商名稱] 呈諺科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縣中和市南山路一九八號 

[廠商電話] 86688027 

[決標金額]新台幣 80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22169142[未得標廠商名稱 1]億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756990[未得標廠商名稱 2]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2 日 

[附加說明] 

呈諺科技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新台幣捌拾萬元正,同底價主席宣布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5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1002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33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高階骨幹網路設備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預算金額]新台幣 99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91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1 月 04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09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88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30990747 

[廠商名稱] 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巿建國北路二段一四七號二樓二０二室 

[廠商電話] 25015568 

[決標金額]新台幣 88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9623418[未得標廠商名稱 1]智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23302512[未得標廠商名稱 2]富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22 日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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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4 日 

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3.10.94.23 

[招標機關地址] 新店市中正路 364 號 

[案號] 9310004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序號] 01 

[契約編號] 93 耕事字第 026 號 

[決標標的名稱及數量摘要]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標的分類] 399【財物類其它】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聯絡人(或單位)]總務處徐瑞 

[電話]22191131 轉 533 

[預算金額]新台幣 1,850,000 元 

[底價金額]新台幣 1,550,000 元 

[底價金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數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3年 10 月 15 日 

[決標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01 日 

[總決標金額]新台幣 1,590,000 元 

[決標金額是否公告] 決標金額公開 

[得標廠商數]1 

[廠商代碼] 89614760 

[廠商名稱]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臺北市信義區和平東路三段三二一號七樓 

[廠商電話] (02)27362009 

[決標金額]新台幣 1,590,000 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70447546[未得標廠商名稱 1]文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6425968[未得標廠商名稱 2]濬清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登錄日期]民國 93年 11 月 1 日 

[附加說明] 

本案得標廠商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第 3次減價報價新台幣壹佰伍拾玖萬元正,逾底價未逾 8%,主席宣布保留決標,經奉

校長核定同意決標.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3年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