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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綜合驗度儀組、裂隙燈顯微鏡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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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559,795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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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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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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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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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
標時間]101/04/2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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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4/25 14:3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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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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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產品須保固兩年。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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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2,559,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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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4/26
公告日:101/04/2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3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視光科-綜合驗度儀組、裂隙燈顯微鏡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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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4/26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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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6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綜合驗度儀組、裂隙燈顯微鏡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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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559,795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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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6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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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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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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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0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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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7 15:3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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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勞務]否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產品須保固兩年。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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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2,559,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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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3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3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綜合驗度儀組、裂隙燈顯微鏡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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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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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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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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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7 15: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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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
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559,79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07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5/31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15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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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4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2,4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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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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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03502702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裕達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 5 段 609 巷 8 號 3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9991519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43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8－101/06/30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視光科-綜合驗度儀組、裂隙燈顯微鏡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裕達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43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43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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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顯微鏡、防潮箱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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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40,500 元
[預計金額]
預計金額]340,5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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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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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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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4/23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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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4/24 09: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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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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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4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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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4/25
公告日:101/04/2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醫檢科-顯微鏡、防潮箱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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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4/25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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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顯微鏡、防潮箱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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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40,500 元
[預計金額]
預計金額]340,5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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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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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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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4/3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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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1 09: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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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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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4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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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顯微鏡、防潮箱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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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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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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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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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1 09: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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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40,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0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5/24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13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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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05,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3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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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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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16670883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金威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432 臺中市大肚區 頂街里大明四街 11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4- 22606306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4－101/07/05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醫檢科-顯微鏡、防潮箱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金威翔科技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0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0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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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0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復健科-三折床、雷射治療儀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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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96,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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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0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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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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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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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4/2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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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4/25 15:3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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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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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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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29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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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5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復健科-三折床、雷射治療儀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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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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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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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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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4/25 15: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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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算金額]1,29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4/25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5/24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12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2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2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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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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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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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5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7702519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
商名稱]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義永路 43 巷 1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3972468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2－101/07/03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復健科-三折床、雷射治療儀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2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23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12725768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長昇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53063242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合豐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1,278,000 元
[未得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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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27600246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翰銓醫材生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1,268,000 元
[未得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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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81133938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耀晃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1,265,000 元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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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可調式微量吸管設備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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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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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1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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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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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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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4/23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4/24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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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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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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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
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32,000 元

34

35

36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4/25
公告日:101/04/2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6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醫檢科-可調式微量吸管設備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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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4/25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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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可調式微量吸管設備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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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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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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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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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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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4/30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1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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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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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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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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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6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醫檢科-可調式微量吸管設備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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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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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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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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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1 13: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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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0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5/09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14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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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12,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12,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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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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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12552843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長安東路 2 段 169 之 6 號 3 樓之 2、之 3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7712196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12,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1－101/07/02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醫檢科-可調式微量吸管設備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12,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12,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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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職安科-肺活量測定器、肌肉生理實驗儀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8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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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714,882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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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4/25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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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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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03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04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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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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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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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714,8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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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7
公告日:101/05/0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8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職安科-肺活量測定器、肌肉生理實驗儀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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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07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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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04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職安科-肺活量測定器、肌肉生理實驗儀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8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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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714,882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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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04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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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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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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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10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11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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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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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714,8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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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3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8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職安科-肺活量測定器、肌肉生理實驗儀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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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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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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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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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11 09: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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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714,882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1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5/31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19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55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68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68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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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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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7 號 2 樓之 2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6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5－101/07/16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職安科-肺活量測定器、肌肉生理實驗儀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68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68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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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0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多功能成人護理假病人、乳癌觸診模型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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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657,124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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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0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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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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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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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23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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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4 13:1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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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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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決標後 75 日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依規格書內容需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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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457,1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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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公告日:101/06/1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09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多功能成人護理假病人、乳癌觸診模型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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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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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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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4 13:1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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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657,124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24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11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25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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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5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3,4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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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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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5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 1 段 82 巷 9 弄 28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4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29－101/08/15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多功能成人護理假病人、乳癌觸診模型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46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5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11543608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3,512,500 元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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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0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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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08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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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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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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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14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15 15: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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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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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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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
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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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6
公告日:101/05/1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16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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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6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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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6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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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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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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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23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4 15:0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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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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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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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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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
公告日:101/05/29
:101/05/2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29
[無法決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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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減價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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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3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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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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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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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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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04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05 15: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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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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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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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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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5
公告日:101/06/1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15
[無法決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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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修改化妝教學桌規格，本案廢標

80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9/2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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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9/2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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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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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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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9/25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9/26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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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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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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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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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9/27
公告日:101/09/2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1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9/27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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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9/26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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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9/26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
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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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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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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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0/01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0/02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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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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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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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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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0/1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0-1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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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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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0/02 13:3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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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10/02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10/19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46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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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4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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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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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06817579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儷城美容美髮材料行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801 高雄市前金區 自立１路３３號１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7- 2861589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10/03－101/10/25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健美觀科-化妝教學桌案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儷城美容美髮材料行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22724015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卡登美容化 品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138,000 元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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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調光觸控式控制器、喇叭、泡泡機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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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61,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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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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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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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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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16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17 09: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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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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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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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6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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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8
公告日:101/05/18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3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調光觸控式控制器、喇叭、泡泡機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18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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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調光觸控式控制器、喇叭、泡泡機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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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61,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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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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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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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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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23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4 09: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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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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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6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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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3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調光觸控式控制器、喇叭、泡泡機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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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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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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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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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4 09: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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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61,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5/24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06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24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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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55,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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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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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5221304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治宏專業廣播音響工程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360 苗栗縣苗栗市 文聖里橫車路 306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37- 335905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5/28－101/06/18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調光觸控式控制器、喇叭、泡泡機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治宏專業廣播音響工程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5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5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應外科-情境教室設置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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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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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99,977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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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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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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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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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28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29 09:0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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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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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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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投標廠商應自行測量安裝場地尺寸及評估動線與設備安裝之區間距離,並應提供
規劃圖面說明，以利單位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299,9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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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30
公告日:101/05/3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應外科-情境教室設置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5/30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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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應外科-情境教室設置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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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99,977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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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2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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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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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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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04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05 09:0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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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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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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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
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投標廠商應自行測量安裝場地尺寸及評估動線與設備安裝之區間距離,並應提供
規劃圖面說明，以利單位審查。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299,9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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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應外科-情境教室設置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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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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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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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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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05 09:0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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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99,977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6/05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15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26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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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69,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265,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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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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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84198060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睿隆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 健行路 581 號 12 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4- 22986888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6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6/07－101/08/10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應外科-情境教室設置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睿隆企業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65,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69,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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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數位教學中心建置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857,257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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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
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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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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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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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30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31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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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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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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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1 本校建置數位教學中心專業教室，敬請參與投標之廠商，應依招標規格及情境需
求提出建 置教室之 3D 設計圖，以利單位審核，如不符合單位需求時，將列入不符合規格之
廠商，廠商不得異議。
2 本案規格因牽涉教學空間大小及動線規劃，請投標廠商親自至校測量空間場地，並配合提
供各空間之 3D 規劃圖，以利本中心確認空間規劃與設備安置無誤。
3.所提供之規劃設計圖未獲單位採用時，本校不支付任何規劃費用。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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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98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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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1
公告日:101/06/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5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數位教學中心建置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01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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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數位教學中心建置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857,257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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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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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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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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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08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1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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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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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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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1 本校建置數位教學中心專業教室，敬請參與投標之廠商，應依招標規格及情境需
求提出建 置教室之 3D 設計圖，以利單位審核，如不符合單位需求時，將列入不符合規格之
廠商，廠商不得異議。
2 本案規格因牽涉教學空間大小及動線規劃，請投標廠商親自至校測量空間場地，並配合提
供各空間之 3D 規劃圖，以利本中心確認空間規劃與設備安置無誤。
3.所提供之規劃設計圖未獲單位採用時，本校不支付任何規劃費用。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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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98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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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5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數位教學中心建置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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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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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1 13: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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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857,257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6/1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15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29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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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4,37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4,3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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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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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
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2672375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遠大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 區水湳里文心路四段 83 號 15 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4- 2298667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4,3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6/13－101/09/14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數位教學中心建置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遠大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4,36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4,37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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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餐飲科-客服專業床組、客服床板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1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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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5/17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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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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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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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5/30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5/31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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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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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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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請投標廠商親自至校堪查及丈量場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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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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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1
公告日:101/06/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7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餐飲科-客服專業床組、客服床板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01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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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1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餐飲科-客服專業床組、客服床板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1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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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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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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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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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08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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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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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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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請投標廠商親自至校堪查及丈量場地。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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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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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2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7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餐飲科-客服專業床組、客服床板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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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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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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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1 10:0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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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1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6/1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21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28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148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075,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07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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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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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80582871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瑪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540 南投縣南投市 三興里集賢路 95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49- 2248899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07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6/12－101/08/13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餐飲科-客服專業床組、客服床板等設備案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瑪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07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07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149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7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腦波儀增益系統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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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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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07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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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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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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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12 10: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2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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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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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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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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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3
公告日:101/06/1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腦波儀增益系統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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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13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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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12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腦波儀增益系統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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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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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1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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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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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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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
標時間]101/06/19 12: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19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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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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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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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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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20
公告日:101/06/2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腦波儀增益系統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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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20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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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20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腦波儀增益系統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3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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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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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20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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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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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26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27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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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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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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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二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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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2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19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腦波儀增益系統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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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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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3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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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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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27 13:30
[採購級距]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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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30,000 元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1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6/27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6/29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31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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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15,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15,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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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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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97445681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春杏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234 新北市永和區 福和路 19 巷 4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89213028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1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6/27－101/08/28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
品項名稱:1]腦波儀增益系統
1]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春杏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1]
[(預估
[(預估)
預估)數量]
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15,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1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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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14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期刊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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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14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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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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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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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6/27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6/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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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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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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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一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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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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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29
公告日:101/06/29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期刊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6/29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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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2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期刊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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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6/2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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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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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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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7/09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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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7/10 10:0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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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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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約期限]一年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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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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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7/05
公告日:101/07/0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期刊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7/05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各款不予開標決標
[採購法第 48 條第 01 項款次]
項款次]1.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否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部份期刊停刊，因此變更原招標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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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8/0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期刊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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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8/08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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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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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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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8/22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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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8/23 13:3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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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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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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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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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8/24
公告日:101/08/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1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期刊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08/24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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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08/24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期刊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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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08/24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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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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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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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08/31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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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9/03 14:00
[開標地點]
開標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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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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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合約簽訂三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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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0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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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9/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0-1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期刊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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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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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09/03 14:0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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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09/03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09/24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38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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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9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9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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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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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0942508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儒風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延吉街 255 號之 2、2 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02795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9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09/05－101/12/31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期刊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儒風圖書有限公司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95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95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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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0/1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職安科照度計、噪音校正器等設備案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3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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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57,42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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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0/1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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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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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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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0/23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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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0/24 14:30
[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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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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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357,4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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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2/10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3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職安科照度計、噪音校正器等設備案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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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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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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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0/24 14:3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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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357,42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10/24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12/10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56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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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348,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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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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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4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10/25－101/11/26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職安科照度計、噪音校正器等設備案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348,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3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23321150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智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404,880 元
[未得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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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27822486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禹翔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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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0/29
101/10/29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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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0/29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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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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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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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05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06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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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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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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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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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07
公告日:101/11/07
[機關代碼]
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11/07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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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7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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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7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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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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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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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12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13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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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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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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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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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14
公告日:101/11/1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11/14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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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14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3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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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14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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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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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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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21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22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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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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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1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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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2/0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4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視光科-RGP 試片組一批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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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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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3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371 玻璃及玻璃產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22 13:3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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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12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11/22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12/07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64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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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25,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124,16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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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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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3590197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視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承德路 4 段 152 號 6 樓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2- 28801778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4,16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11/22－101/12/14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試片組一批
品項名稱:1]視光科-RGP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視全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124,16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125,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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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5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置物櫃、床旁椅一批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5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
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36,16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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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5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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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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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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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須郵寄者請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09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12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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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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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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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三週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236,1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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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21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5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置物櫃、床旁椅一批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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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12 13:3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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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236,16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11/12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11/21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62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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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12,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211,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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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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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
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79981674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蒞鴻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334 桃園縣八德市 大義街六九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3- 3622794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11,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11/15－101/12/04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置物櫃、床旁椅一批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蒞鴻企業有限公司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211,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212,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
未得標廠商代碼]70643316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正晨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309,450 元
[未得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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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70670354
[未得標廠商名稱]
未得標廠商名稱]春億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
標價金額]313,500 元
[未得標原因]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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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5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復健科-手腳印模、阻力爬行隧道等設備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07,05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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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05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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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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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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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須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09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12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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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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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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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407,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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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14
公告日:101/11/14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6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
復健科-手腳印模、阻力爬行隧道等設備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級距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1/11/14
[無法決標的理由]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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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14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復健科-手腳印模、阻力爬行隧道等設備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6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招標狀態]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07,05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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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
公告日]101/11/14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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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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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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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現金 100 元(郵寄者須附上足夠回郵信封)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
截止投標時間]101/11/20 17:00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21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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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字]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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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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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一個月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或自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下載之工廠登記資料。
2.最近 1 期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異議受理單位]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407,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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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2/07
[機關代碼]
機關代碼]3.10.94.18
[機關名稱]
機關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
機關地址]356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 鄰砂崙湖 79-9 號
[聯絡人]
聯絡人]廖金鳳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037-728855 分機 5203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037-730936
[標案案號]
標案案號]J1010026
[標案名稱]
標案名稱]復健科-手腳印模、阻力爬行隧道等設備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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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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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
開標時間]101/11/21 14:30
[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苗栗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
履約地點(含地區)]
含地區)]苗栗縣－後龍
)]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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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類別]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補助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407,0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
決標日期]101/11/21
[決標公告日期]
決標公告日期]101/12/07
[契約編號]
契約編號]總 10152063
[是否刊登公報]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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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4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
總決標金額]4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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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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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
得標廠商代碼]27702519
[得標廠商名稱]
得標廠商名稱]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義永路 43 巷 1 號
[得標廠商電話]
得標廠商電話]07- 3972468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4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
履約起迄日期]101/11/21－101/12/22
[決標品項數]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
品項名稱:1]復健科-手腳印模、阻力爬行隧道等設備
:1]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
得標廠商:1]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1]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
決標金額]400,000
[底價金額]
底價金額]40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18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
名稱]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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