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招標公告
列印時間：099/05/25 09:3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廣播系統及相關設備
[標案案號]099104070A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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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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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再
建設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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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未來增購權利]是
[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依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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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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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GPA 排除理由]非屬 GPA 適用機關組織法所涵蓋之行政機關。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2 14: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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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 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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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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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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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張宗榮組長、數媒科劉靜怡
小姐，電話：02-22191131#5522、8513。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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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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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5 月 31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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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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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列印時間： 99/6/1 19:9:1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4070A4030
[標案名稱]廣播系統及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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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
再建設備服務)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2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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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12,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7
[契約編號]099104070A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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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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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50907
[得標廠商名稱]仕揚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２０６號６樓之８
[得標廠商電話]02-25642655
[決標金額]1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2－099/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廣播系統及相關設備
[得標廠商:1]仕揚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80,000
[底價金額]1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7368113
[未得標廠商名稱]奇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1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194719
[未得標廠商名稱]數位奇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06,000 元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列印時間：099/05/18 10:3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醫療資訊系統
[標案案號]0991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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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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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再
建設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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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未來增購權利]是
[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依預算及實際需求而定,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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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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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GPA 排除理由]非屬 GPA 適用機關組織法所涵蓋之行政機關。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5 17:00
[開標時間]099/05/26 09: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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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3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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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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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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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管科廉琬琳小姐，電話：
02-22191131#6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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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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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24〈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05/25 下午 17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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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列印時間： 99/5/26 14: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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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4101
[標案名稱]醫療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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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
再建設備服務)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6 09: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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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89,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6
[契約編號]099104101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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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44849
[得標廠商名稱]方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 臺北縣永和市民權路 53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9432121
[決標金額]14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2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醫療資訊系統
[得標廠商:1]方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5,000
[底價金額]1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71645
[未得標廠商名稱]達元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8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390542
[未得標廠商名稱]桓商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75,000 元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美膚教學儀器設備
[標案案號]099104161A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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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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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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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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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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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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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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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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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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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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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李秋香老師，電話：
02-22191131#6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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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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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5 月 28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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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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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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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4161A4130
[標案名稱]美膚教學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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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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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1 08: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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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565,42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1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4
[契約編號]099104161A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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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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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4015
[得標廠商名稱]卡登美容化 品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西路３０號１０樓之
３
[得標廠商電話]02-77339988
[決標金額]31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1－099/06/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美膚教學儀器設備
[得標廠商:1]卡登美容化 品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10,000
[底價金額]31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97469016
[未得標廠商名稱]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5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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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8248
[未得標廠商名稱]居上貿易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7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列印時間：099/05/26 08:5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門禁安全刷卡系統
[標案案號]09910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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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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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災控制設備, 服務及貿易設備,
物料處理設備繩索、粗索、鏈條及配件,消防、救援及安全設備, 維修廠設備, 乾
燥設備等)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未來增購權利]是
[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依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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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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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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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代辦

[洽辦機關]教育部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GPA 排除理由]未達 GPA 採購門檻金額。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3 17:00
[開標時間]099/06/04 10: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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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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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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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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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組長，電話：
02-22191131#5419。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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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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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02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03 日 17 時 00 分之前送達本校總務處，
逾期自行負責。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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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列印時間： 99/6/3 15: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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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5082
[標案名稱]門禁安全刷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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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93 其他通用機具(如火災控制設備, 服務及貿易設備,
物料處理設備繩索、粗索、鏈條及配件,消防、救援及安全設備, 維修廠
設備, 乾燥設備等)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4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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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90,49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4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8
[契約編號]09910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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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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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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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土城市臺北縣土城市廣福街 14 巷 25 號 2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2620020
[決標金額]2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4－099/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門禁安全刷卡系統
[得標廠商:1]威博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00,000
[底價金額]2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004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2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3763556
[未得標廠商名稱]長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223714
[未得標廠商名稱]錩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70,000 元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能資源節電計費系統
[標案案號]099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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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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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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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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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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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代辦
[洽辦機關]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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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2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5 17:00
[開標時間]099/06/17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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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99 年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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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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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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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環安組許朝昇組長，電話：
02-22191131#5419。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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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陳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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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1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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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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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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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5105
[標案名稱]能資源節電計費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屬契約變更]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93 其他通用機具(如火災控制設備, 服務及貿易設備,
物料處理設備繩索、粗索、鏈條及配件,消防、救援及安全設備, 維修廠
設備, 乾燥設備等)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17 08:3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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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4,023,05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17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8
[契約編號]099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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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8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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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88641
[得標廠商名稱]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3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路 2 段 196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5905389
[決標金額]3,8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6/17－099/08/1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能資源節電計費系統
[得標廠商:1]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850,000
[底價金額]3,8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032966
[未得標廠商名稱]展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01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8848728
[未得標廠商名稱]嘉泰企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023,000 元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圖書館公用資源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099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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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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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
再建設備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未來增購權利]是
[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依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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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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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GPA 排除理由]非屬 GPA 適用機關組織法所涵蓋之行政機關。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0 17:00
[開標時間]099/06/11 11: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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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個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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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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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徐誼樺小姐，電話：
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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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台幣貳佰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
信封（A4 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
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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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09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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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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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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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5110
[標案名稱]
圖書館公用資源管理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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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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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公告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圖書館公用資源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099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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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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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如設備的建置服務及維護、修理及再
建設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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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未來增購權利]是
[後續擴充情形及上限]依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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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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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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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是否提供現場領標]是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21 17:00
[開標時間]099/06/22 11: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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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個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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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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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圖書組徐誼樺小姐，電話：
02-22191131#5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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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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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18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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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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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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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5110
[標案名稱]圖書館公用資源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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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22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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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9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2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5
[契約編號]099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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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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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59653
[得標廠商名稱]軒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0 臺北縣板橋市臺北縣板橋市文化路 2 段 80 號 7 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22515336
[決標金額]1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22－099/07/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圖書館公用資源管理系統
[得標廠商:1]軒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60,000
[底價金額]160,000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1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設備整合與改善
[標案案號]0991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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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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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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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擴充情形及上限
依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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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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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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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24 17:00
[開標時間]099/06/25 10: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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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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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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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處程紹庭組長，電話：
02-22191131#5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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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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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23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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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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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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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5120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設備整合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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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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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25 10: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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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257,41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25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9
[契約編號]0991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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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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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0070
[得標廠商名稱]宜禾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60 宜蘭縣宜蘭市農權路二段 25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9253479
[決標金額]79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25－099/08/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設備整合與改善
[得標廠商:1]宜禾企業社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798,000
[底價金額]8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004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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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23714
[未得標廠商名稱]錩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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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63884
[未得標廠商名稱]俱佳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金額]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討論影像傳輸系統
[標案案號]09910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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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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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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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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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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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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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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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21 17:00
[開標時間]099/06/22 09: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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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14 個日曆天內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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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張宗榮組長，電話：
02-22191131#5522。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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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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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18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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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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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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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6028
[標案名稱]教學討論影像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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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22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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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22
[決標公告日期]099/06/28
[契約編號]09910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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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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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2380
[得標廠商名稱]太御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3 臺中市西區臺中市西區向上路一段 79 巷 82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4-23022055
[決標金額]1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22－099/07/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學討論影像傳輸系統
[得標廠商:1]太御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60,000
[底價金額]16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55375
[未得標廠商名稱]誠億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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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3238
[未得標廠商名稱]亨浩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9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0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標案案號]09910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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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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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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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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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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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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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7 17:00
[開標時間]099/06/18 09: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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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14 個日曆天內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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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陳怡佳主任，電話：
02-22191131#6311。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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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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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13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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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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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6032
[標案名稱]
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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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1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1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標案案號]09910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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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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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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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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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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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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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24 17:00
[開標時間]099/06/25 09: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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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14 個日曆天內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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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陳怡佳主任，電話：
02-22191131#6311。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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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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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23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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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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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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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6032
[標案名稱]
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
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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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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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2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標案案號]09910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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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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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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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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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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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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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7/02 12:00
[開標時間]099/07/02 14: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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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14 個日曆天內交貨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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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妝管科陳怡佳主任，電話：
02-22191131#6311。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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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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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23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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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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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7/0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6032
[標案名稱]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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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
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02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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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355,6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02
[決標公告日期]099/07/06
[契約編號]09910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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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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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0875
[得標廠商名稱]有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臺北縣三重市臺北縣三重市中華路 18 號地下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9886135
[決標金額]27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7/02－099/07/0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化學實驗室儀器設備
[得標廠商:1]有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79,000
[底價金額]28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1849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華精密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85,6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5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餐飲教室設備
[標案案號]099203026A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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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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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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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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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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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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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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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7 17:00
[開標時間]099/06/08 14: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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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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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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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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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健休科趙柏淯老師，電話：
02-22191131#8516。保固年限：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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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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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0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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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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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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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3026A4042
[標案名稱]餐飲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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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食品, 飲料及菸草處理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8 14:0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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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191,53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8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0
[契約編號]099203026A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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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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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標廠商代碼]22215384
[得標廠商名稱]鑫忠不 鋼工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0 臺北縣板橋市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1 段 265 巷 11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9510155
[決標金額]84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8－099/09/0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餐飲教室設備
[得標廠商:1]鑫忠不 鋼工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840,000
[底價金額]8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5912835
[未得標廠商名稱]華進不 鋼金屬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8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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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72521
[未得標廠商名稱]千廚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8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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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3238
[未得標廠商名稱]九九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8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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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37280
[未得標廠商名稱]昆庭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296,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6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utoDesk Maya 2010
[標案案號]0992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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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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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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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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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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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告日]099/05/25
[更正公告日]099/05/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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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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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2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7 17:00
[開標時間]099/06/08 10: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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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8 月 15 日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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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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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數媒科劉靜怡小姐，電話：
02-22191131#8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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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台幣貳佰元郵局匯票(限用郵政匯票)及回郵
信封（A4 大小、請自行書寫公司地址及收件人）國內快遞郵資請自備貼足，並

於信封上載明欲購買之購案編號及購案名稱，逕寄『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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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0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6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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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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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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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33
[標案名稱]AutoDesk May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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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更正序號]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8 10:3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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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706,94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8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4
[契約編號]0992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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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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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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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 1 段 50 號 11 樓
之 1、11 樓之 13~15、地下 1 樓及 1~5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830383
[決標金額]1,0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8－099/08/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AutoDesk Maya 2010
[得標廠商:1]松崗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020,000
[底價金額]1,0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49937737
[未得標廠商名稱]民 文化事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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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8626
[未得標廠商名稱]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5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更正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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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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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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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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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告日]099/05/18
[更正公告日]09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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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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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１００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4 17:00
[開標時間]099/05/25 09: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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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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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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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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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黃惠芬美老師，電話：
02-22191131#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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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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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21〈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05/24 下午 17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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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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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標案名稱]
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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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投標廠商未達三家,主持人當場宣布流標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7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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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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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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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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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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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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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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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１００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15: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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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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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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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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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黃惠芬美老師，電話：
02-22191131#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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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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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28〈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05/31 下午 17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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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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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標案名稱]
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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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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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未進入底價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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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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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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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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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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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6/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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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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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１００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8 17:00
[開標時間]099/06/09 11: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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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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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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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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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黃惠芬美老師，電話：
02-22191131#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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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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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6/07〈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06/08 下午 17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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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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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標案名稱]內外科護理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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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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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9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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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493,60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9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4
[契約編號]099204045A4049-4050A406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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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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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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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6/09－099/08/0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內外科護堙教學設備
[得標廠商:1]旭勝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79,000
[底價金額]380,000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1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護理教學訓練模型
[標案案號]099204052A4094-4095A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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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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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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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實際需求情形增購，校方保留增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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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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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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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7 17:00
[開標時間]099/05/28 09: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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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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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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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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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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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護理科黃惠芬老師及施淑芬、幼保
科陳脩文，電話：02-22191131#8113、6955、6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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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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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5 月 26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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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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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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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52A4094-4095A4116
[標案名稱]護理教學訓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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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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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8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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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930,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5/28
[契約編號]099204052A4094-4095A4116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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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八德路１段８２巷９弄２
８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219465
[決標金額]7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8－099/07/2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護理教學訓練模型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750,000
[底價金額]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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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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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50705
[未得標廠商名稱]信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93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1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美容衛生及技術課程用品
[標案案號]099204057A0991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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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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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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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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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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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代辦

[洽辦機關]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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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5 17:00
[開標時間]099/05/26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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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內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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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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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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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美容保建科葉孺萱老師，電話：
02-22191131#8314。噴槍彩繪組請洽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朱麗惠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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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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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21〈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
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05/24 下午 17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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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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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4057A099104123
[標案名稱]美容衛生及技術課程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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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26 08: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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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60,37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26
[決標公告日期]099/05/31
[契約編號]099204057A099104123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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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69016
[得標廠商名稱]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南京西路１０３號２樓之１０
[得標廠商電話]02-25589382
[決標金額]14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金額]0 元
[履約起迄日期]099/05/26－099/06/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美容衛生及技術課程用品
[得標廠商:1]鑫儷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0,000
[底價金額]1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7086939
[未得標廠商名稱]華信美 用品屋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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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00921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樺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6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01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動畫製作課程軟體暨設備
[標案案號]09920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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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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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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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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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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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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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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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7 17:00
[開標時間]099/09/08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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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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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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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數媒科游凱麟老師，電話：
02-22191131#8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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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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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9 月 06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9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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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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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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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7021
[標案名稱]
動畫製作課程軟體暨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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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9/0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0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動畫製作課程軟體暨設備
[標案案號]09920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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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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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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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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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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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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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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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15 17:00
[開標時間]099/09/16 10: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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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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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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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數媒科游凱麟老師，電話：
02-22191131#8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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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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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9 月 1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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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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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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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7021
[標案名稱]動畫製作課程軟體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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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16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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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873,8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16
[決標公告日期]099/09/17
[契約編號]09920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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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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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8626
[得標廠商名稱]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許昌街 42 號 10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116858
[決標金額]69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9/16－099/10/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動畫製作課程軟體暨設備
[得標廠商:1]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690,000
[底價金額]700,000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0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ERP 大專校院軟體
[標案案號]09910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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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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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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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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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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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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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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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15 17:00
[開標時間]099/09/16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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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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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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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管科林志弘主任，電話：
02-22191131#6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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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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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9 月 1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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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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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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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8067
[標案名稱]
ERP 大專校院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勞務類>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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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9/20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21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ERP 大專校院軟體
[標案案號]09910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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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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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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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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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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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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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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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27 17:00
[開標時間]099/09/28 09:0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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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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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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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管科林志弘主任，電話：
02-22191131#6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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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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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9 月 2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0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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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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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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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陳錦慧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3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8067
[標案名稱]ERP 大專校院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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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28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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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6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28
[決標公告日期]099/09/29
[契約編號]09910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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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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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84561
[得標廠商名稱]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 2 段 136 號 6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781566
[決標金額]12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09/28－099/10/2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ERP 大專校院軟體
[得標廠商:1]英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25,000
[底價金額]135,000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24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空間無線網路設備
[標案案號]09910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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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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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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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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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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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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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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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07 17:00
[開標時間]099/10/08 15: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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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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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張宗榮組長，電話：
02-22191131#5522。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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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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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10 月 06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10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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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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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12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9048
[標案名稱]
教學空間無線網路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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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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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10/1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空間無線網路設備
[標案案號]09910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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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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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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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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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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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10/1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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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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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2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18 17:00
[開標時間]099/10/19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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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決標日起 60 個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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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資訊組張宗榮組長，電話：
02-22191131#5522。保固年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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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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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10 月 15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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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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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21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09048
[標案名稱]教學空間無線網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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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0/19 08:30
[採購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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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9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0/19
[決標公告日期]099/10/21
[契約編號]09910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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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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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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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中山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２０６號６樓之８
[得標廠商電話]02-25648655
[決標金額]1,68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0/19－099/12/1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學空間無線網路設備
[得標廠商:1]仕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685,000
[底價金額]1,720,000
[附加說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29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
[標案案號]09920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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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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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電力傳輸、控制設備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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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預算及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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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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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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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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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金 10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05 17:00
[開標時間]099/10/06 08:30
[開標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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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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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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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一、本案規格內容如有問題，請洽總務組施國藩先生，電話：
02-22191131#7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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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總務處事務組 劉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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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10 月 04 日〈本校收受郵戳為憑〉
。
2.投標「郵寄」截止日期：99 年 10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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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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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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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20803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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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電力傳輸、控制設備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0/06 08: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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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98,24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0/06
[決標公告日期]099/10/07
[契約編號]09920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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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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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98383
[得標廠商名稱]金碼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60 宜蘭縣宜蘭市宜蘭縣宜蘭市嵐峰路一段 78 巷 20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3-9255768
[決標金額]1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0/06－099/11/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校園安全警報監控系統
[得標廠商:1]金碼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50,000
[底價金額]15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3145007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宜禾企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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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46531
[未得標廠商名稱]廣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附加說明]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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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10123
[標案名稱]校園安全警報系統通報分配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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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鐵路及電車軌道之機車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
[開標時間]099/11/23 09: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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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506,88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23
[決標公告日期]099/11/24
[契約編號]099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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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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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0070
[得標廠商名稱]宜禾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60 宜蘭縣宜蘭市宜蘭縣宜蘭市思源里農權路二段二五號
一樓（除零售業、便利商店業、飲料店業與餐館業外，餘僅供辦公室用）
[得標廠商電話]03-9253479
[決標金額]4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23－099/12/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099110123
[得標廠商:1]宜禾企業社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20,000
[底價金額]450,000
[附加說明]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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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10011
[標案名稱]能資源節電計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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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電力傳輸、控制設備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
[開標時間]099/11/03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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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175,12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03
[決標公告日期]099/11/04
[契約編號]099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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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20 元
[總決標金額]17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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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88641
[得標廠商名稱]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3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路二段 196 號
[得標廠商電話]03-5905989
[決標金額]175,12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03－099/12/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099110011
[得標廠商:1]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75,120
[底價金額]175,120
[附加說明]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1/26
[機關代碼]3.10.94.32
[機關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231 臺北縣新店市台北縣新店市民族路 112 號
[聯絡人]劉晶晶
[聯絡電話]02-22191131 分機 5412
[傳真號碼]02-22192721
[標案案號]099110057-58
[標案名稱]兒科實驗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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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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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
[開標時間]099/11/24 16: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履約地點]臺北縣(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縣－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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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金額]245,04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1/24
[決標公告日期]099/11/26
[契約編號]0991100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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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40 元
[總決標金額]24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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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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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八德路１段８２巷９弄２
８號１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219465
[決標金額]245,04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挪威(NORWAY)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099/11/24－099/12/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099110057-58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45,040
[底價金額]245,040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