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102 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公開招標紀錄 

 

 

 

 

 

 

103 年 1 月



 - 1 -

公開招標資料 

項 次 標案案號 標 案 名 稱 招標狀態 公 告 日 期 開 標 日 期 招 標 方 式

01 

102004 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第一次 102/05/01 102/05/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04 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第二次 102/05/14 102/05/1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2 102005 乳齒牙模型 第一次 102/05/01 102/05/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3 102039 萬能成人實習模型 第一次 102/05/16 102/05/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4 

102038 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第一次 102/05/20 102/05/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38 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第二次 102/05/24 102/05/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5 102068 會議桌 第一次 102/05/20 102/05/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6 102008 用水監控系統 第一次 102/05/20 102/05/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7 

102072 基本護理假病人 第一次 102/06/05 102/06/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72 基本護理假病人 第二次 102/06/19 102/06/2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72 基本護理假病人 第三次 102/07/05 102/07/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8 

102089 觸控顯示器 第一次 102/06/05 102/06/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89 觸控顯示器 第二次 102/06/19 102/06/2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89 觸控顯示器 第三次 102/07/05 102/07/0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9 

102059 數位攝影機 第一次 102/06/06 102/06/1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59 數位攝影機 第二次 102/06/26 102/07/0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 

102022 安全柵欄 第一次 102/06/14 102/06/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22 安全柵欄 第二次 102/06/24 102/06/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1 

102099 網路交換器 第一次 102/06/14 102/06/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099 網路交換器 第二次 102/06/24 102/06/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2 102101 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第一次 102/06/21 102/06/2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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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標案案號 標 案 名 稱 招標狀態 公 告 日 期 開 標 日 期 招 標 方 式

102101 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第二次 102/07/05 102/07/0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01 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第三次 102/07/22 102/07/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3 

102102 AED 急救組 第一次 102/06/21 102/06/2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02 AED 急救組 第二次 102/07/01 102/07/0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4 

102002 LED 路燈設備 第一次 102/07/04 102/07/18 公開招標 

102002 LED 路燈設備 第二次 102/08/01 102/08/08 公開招標 

15 

102036  視光科設備 第一次 102/07/16 102/07/30 公開招標 

102036  視光科設備 第二次 102/08/01 102/08/08 公開招標 

16 

102130 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第一次 102/10/24 102/10/3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30 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第二次 102/11/04 102/11/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30 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第三次 102/11/15 102/11/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7 102149 微軟全校授權軟體 第一次 102/11/14 102/11/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8 102155 視聽資料 第一次 102/11/15 102/11/2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9 

102164 中文圖書 第一次 102/11/21 102/11/2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64 中文圖書 第二次 102/11/27 102/12/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0 102151 投影機設備 第一次 102/11/29 102/12/0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1 102160 教室教學音響設備 第一次 102/11/29 102/12/0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2 

102165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第一次 102/12/04 102/12/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2165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第二次 102/12/11 102/12/1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3 102167 無線基地台 第一次 102/12/05 102/12/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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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資料 

項 次 標案案號 標 案 名 稱 決 標 日 期 決 標 金 額 決標廠商 開 標 次 數

01 102005 乳齒牙模型 102/05/08 $96,000- 永達儀器 1 

02 102004 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102/05/20 $221,760- 錫昌科技 2 

03 102039 萬能成人實習模型 102/05/22 $168,000- 永達儀器 1 

04 102068 會議桌 102/05/28 $156,200- 交通電腦 1 

05 102008 用水監控系統 102/05/28 $315,000- 廣角科技 1 

06 102038 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102/05/29 $178,000- 高龍科技 2 

07 102022 安全柵欄 102/06/28 $278,900- 東進鋼鐵 2 

08 102099 網路交換器 102/06/28 $155,000- 百珈國際 2 

09 102059 數位攝影機 102/07/02 $157,000- 宇波科技 2 

10 102102 AED 急救組 102/07/09 $120,000- 立偉電子 2 

11 102072 基本護理假病人 102/07/11 $245,000- 群鈺科學 3 

12 102089 觸控顯示器 102/07/11 $100,800- 百珈國際 3 

13 102101 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102/07/30 $186,000- 百珈國際 3 

14 102002 LED 路燈設備 102/08/09 $935,000- 佰鴻工業 2 

15 
102036 

102037  
視光科設備 102/08/09 $3,480,000- 裕達貿易 2 

16 102149 微軟全校授權軟體 102/11/19 $760,000- 碁峰資訊 1 

17 102130 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102/11/20 $235,000- 瑞祺科技 3 

18 102155 視聽資料 102/11/21 $590,000- 輝洪開發 1 

19 102164 中文圖書 102/12/03 $771,845- 三民書局 2 

20 102151 投影機設備 102/12/05 $624,000- 百珈國際 1 

21 102160 教室教學音響設備 102/12/05 $387,000- 百珈國際 1 

22 102167 無線基地台 102/12/11 $198,478- 百珈國際 1 

23 102165 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102/12/17 $225,000- 凌網科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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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0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標案案號]10200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5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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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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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06 17:00 

[開標時間]102/05/0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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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5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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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1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標案案號]10200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5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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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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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16 17:00 

[開標時間]102/05/1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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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5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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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04  

[標案名稱]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17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5/1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5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17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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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0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22,000 元 

[總決標金額]221,76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53434856 

[得標廠商名稱]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新北市新店區寶中路 113 巷 3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115233  

[決標金額]221,76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0－102/07/0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嬰兒照護模擬訓練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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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1,760 

[底價金額]222,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21,76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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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0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乳齒牙模型 

[標案案號]10200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3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3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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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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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06 17:00 

[開標時間]102/05/0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 

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 

3.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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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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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0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05  

[標案名稱]乳齒牙模型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07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5/01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3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07 

[決標公告日期]1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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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10,000 元 

[總決標金額]96,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八德路 1段 82 巷 9 弄 28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960521  

[決標金額]96,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08－102/07/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乳齒牙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96,000 

[底價金額]11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96,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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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16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萬能成人實習模型 

[標案案號]10203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7,9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7,9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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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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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0 17:00 

[開標時間]102/05/2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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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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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97,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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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39  

[標案名稱]萬能成人實習模型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21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5/16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97,9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1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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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3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68,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八德路 1段 82 巷 9 弄 28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219465  

[決標金額]16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2－102/07/0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萬能成人實習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68,000 

[底價金額]168,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6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9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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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16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標案案號]10203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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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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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0 17:00 

[開標時間]102/05/2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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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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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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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2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標案案號]10203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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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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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7 17:00 

[開標時間]102/05/2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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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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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38  

[標案名稱]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28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5/2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8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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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3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79,000 元 

[總決標金額]17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3185613 

[得標廠商名稱]高龍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4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 4 路 2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7- 5225199  

[決標金額]17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9－102/07/1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線上證照檢測模擬平台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高龍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78,000 

[底價金額]179,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78,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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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20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會議桌 

[標案案號]10206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6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6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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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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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4 17:00 

[開標時間]102/05/2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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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6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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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68  

[標案名稱]會議桌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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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開標時間]102/05/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5/20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6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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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6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8,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6,2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12291046 

[得標廠商名稱]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 2 段 123 號 6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47160  

[決標金額]156,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8－102/07/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會議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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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56,200 

[底價金額]158,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56,2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328477 

[未得標廠商名稱]銘懋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750442 

[未得標廠商名稱]國企國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項第 5 款：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

具者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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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20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用水監控系統 

[標案案號]10200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46,13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46,13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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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5/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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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4 17:00 

[開標時間]102/05/2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營利事業登記證(與標的物相關行業)2.最新一期納稅證明(至截標日止)3.

六個月內無退票紀錄(至截標日止).等詳如資格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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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346,1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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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08  

[標案名稱]用水監控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2 做為測量、檢查、航行及其他目的用之儀器和裝置，除光學儀器; 工

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27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5/20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46,13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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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日期]102/05/28 

[契約編號]10200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4 

[得標廠商代碼]27446531 

[得標廠商名稱]廣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7 新北市蘆洲區光華路二二巷三三弄二號一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82824955  

[決標金額]31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5/28－102/07/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用水監控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廣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15,000 

[底價金額]32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1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2506968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普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8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34605942 

[未得標廠商名稱]松燁企業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53149488 

[未得標廠商名稱]元金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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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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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0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基本護理假病人 

[標案案號]10207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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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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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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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0 17:00 

[開標時間]102/06/1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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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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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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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基本護理假病人 

[標案案號]10207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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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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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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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1 17:00 

[開標時間]102/06/2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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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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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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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7/0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基本護理假病人 

[標案案號]10207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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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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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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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9 17:00 

[開標時間]102/07/10 11: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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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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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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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72  

[標案名稱]基本護理假病人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10 11:00 

[原公告日期]102/07/0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67,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0 

[決標公告日期]1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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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7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45,000 元 

[總決標金額]24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 2 段 26 號 12 樓之 8  

[得標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金額]24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11－102/09/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基本護理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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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3 

[決標金額]245,000 

[底價金額]245,000 

[原產地國別 1]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4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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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0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觸控顯示器 

[標案案號]10208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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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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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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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0 17:00 

[開標時間]102/06/11 15:3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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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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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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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觸控顯示器 

[標案案號]10208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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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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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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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1 17:00 

[開標時間]102/06/2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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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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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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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7/0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觸控顯示器 

[標案案號]10208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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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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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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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8 17:00 

[開標時間]102/07/0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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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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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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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89  

[標案名稱]觸控顯示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09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7/0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0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0 

[決標公告日期]1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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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8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01,000 元 

[總決標金額]100,8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00,8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11－102/08/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觸控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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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6 

[決標金額]100,800 

[底價金額]10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00,8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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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06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數位攝影機 

[標案案號]10205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61,86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61,86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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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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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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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1 17:00 

[開標時間]102/06/13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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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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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61,8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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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26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數位攝影機 

[標案案號]10205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61,86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61,86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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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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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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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8 17:00 

[開標時間]102/07/0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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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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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61,8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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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59  

[標案名稱]數位攝影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01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6/26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61,86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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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日期]102/07/02 

[契約編號]10205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7,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7,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01187876 

[得標廠商名稱]宇波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路 433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160547  

[決標金額]157,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02－102/08/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數位攝影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宇波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 

[決標金額]157,000 

[底價金額]157,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57,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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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安全柵欄 

[標案案號]10202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21 結構金屬產品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3,01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03,01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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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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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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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8 17:00 

[開標時間]102/06/1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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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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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303,0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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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2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安全柵欄 

[標案案號]10202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21 結構金屬產品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3,01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03,01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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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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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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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6 17:00 

[開標時間]102/06/2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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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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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303,0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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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2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22  

[標案名稱]安全柵欄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21 結構金屬產品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6/2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03,01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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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78,9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41678618 

[得標廠商名稱]東進鋼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 2 段 87 號 9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33443  

[決標金額]278,9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6/28－102/08/0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安全柵欄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東進鋼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78,900 

[底價金額]29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78,9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5806412 

[未得標廠商名稱]震德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94,743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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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209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9,914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9,914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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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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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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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8 17:00 

[開標時間]102/06/1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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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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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59,9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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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2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209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9,914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9,914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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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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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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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6 17:00 

[開標時間]102/06/2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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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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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59,9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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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2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99  

[標案名稱]網路交換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27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6/2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59,914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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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09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5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6/28－102/08/0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網路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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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55,000 

[底價金額]155,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5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336049 

[未得標廠商名稱]歐德堡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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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2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標案案號]10210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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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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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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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5 17:00 

[開標時間]102/06/2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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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 83 -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9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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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7/0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標案案號]10210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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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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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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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8 17:00 

[開標時間]102/07/0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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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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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9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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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7/22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標案案號]10210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7,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7,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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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2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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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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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26 17:00 

[開標時間]102/07/2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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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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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9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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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3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01  

[標案名稱]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7/22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97,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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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日期]102/07/30 

[契約編號]10210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87,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6,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86,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30－102/09/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實習週記電子化平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86,000 

[底價金額]187,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86,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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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2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急救組 

[標案案號]1021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5,75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5,75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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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6/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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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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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5 17:00 

[開標時間]102/06/26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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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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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55,7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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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7/0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急救組 

[標案案號]1021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5,75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5,75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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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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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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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05 17:00 

[開標時間]102/07/0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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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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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55,7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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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02  

[標案名稱]AED 急救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08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7/01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55,75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08 

[決標公告日期]10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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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583620 

[得標廠商名稱]立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鄭州路 139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537885  

[決標金額]1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7/09－102/08/1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AED 急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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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20,000 

[底價金額]120,000 

[原產地國別 1]荷蘭(Netherlands)(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2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 100 -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4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LED 路燈設備 

[標案案號]1020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1,103,7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103,7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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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17 17:00 

[開標時間]102/07/1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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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

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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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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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103,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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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LED 路燈設備 

[標案案號]1020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1,103,7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103,7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8/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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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07 17:00 

[開標時間]102/08/0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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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

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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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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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103,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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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02  

[標案名稱]LED 路燈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65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弧光燈；照明設備；上述各項之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8/08 14:00 

[原公告日期]102/08/01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理由]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103,76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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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期]102/08/08 

[決標公告日期]102/08/09 

[契約編號]1020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38,000 元 

[總決標金額]93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34452164 

[得標廠商名稱]佰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0 新北市板橋區和平路 19 號 2、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591090  分機 415 

[決標金額]93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09－102/11/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LED 路燈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佰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935,000 

[底價金額]938,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935,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 108 -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6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設備 

[標案案號]10203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4,69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9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7/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 109 -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29 17:00 

[開標時間]102/07/3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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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

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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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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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4,69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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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1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設備 

[標案案號]10203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4,69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9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08/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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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是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8/07 17:00 

[開標時間]102/08/08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自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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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

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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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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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4,692,000 元 



 - 114 -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8/0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036-102037  

[標案名稱]視光科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8/08 15:00 

[原公告日期]102/08/01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WTO 政府採購協定排除理由]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69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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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日期]102/08/08 

[決標公告日期]102/08/09 

[契約編號]10203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0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4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03502702 

[得標廠商名稱]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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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9991519  

[決標金額]3,48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08/09－102/09/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光科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480,000 

[底價金額]4,08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48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30839481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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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0/2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護理假病人 

[標案案號]10212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74,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74,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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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0/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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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9 17:00 

[開標時間]102/10/3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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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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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7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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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護理假病人 

[標案案號]10212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74,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74,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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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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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06 17:00 

[開標時間]102/11/0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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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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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7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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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0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27  

[標案名稱]護理假病人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1/07 14:00 

[原公告日期]102/11/0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7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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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2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8,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 2段 26 號 12 樓之 8  

[得標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金額]14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1/08－102/12/1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護理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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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48,000 

[底價金額]148,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4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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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0/2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標案案號]10213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3,95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3,95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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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0/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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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0/29 17:00 

[開標時間]102/10/3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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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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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3,9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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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標案案號]10213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3,95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3,95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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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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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06 17:00 

[開標時間]102/11/0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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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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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3,9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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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標案案號]10213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3,95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3,95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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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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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8 17:00 

[開標時間]102/11/1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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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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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63,9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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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2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30  

[標案名稱]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1/19 15:00 

[原公告日期]102/11/1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新北市烏來區(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63,95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19 

[決標公告日期]1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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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3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35,000 元 

[總決標金額]23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9174351 

[得標廠商名稱]瑞祺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合江街 73 巷 10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172555  

[決標金額]23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廠商]否 

[履約起迄日期]102/11/20－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互動式護理技術及自學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瑞祺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35,000 

[底價金額]235,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35,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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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1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微軟全校授權軟體 

[標案案號]10214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 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78,389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778,389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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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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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8 17:00 

[開標時間]102/11/1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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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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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778,3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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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2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49  

[標案名稱]微軟全校授權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4 資料庫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開標時間]102/11/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2/11/14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778,389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19 

[決標公告日期]1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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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4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3737093 

[得標廠商名稱]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5 臺北市南港區 三重路 66 號 7 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 27882408  

[決標金額]7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1/20－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微軟全校授權軟體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是  

[得標廠商:1]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決標單價]760,000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760,000 

[底價金額]76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76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3756990 

[未得標廠商名稱]極電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2382087 

[未得標廠商名稱]威策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767,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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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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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標案案號]10215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634,41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634,41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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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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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19 17:00 

[開標時間]102/11/2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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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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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634,4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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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1/2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55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1/20 15:00 

[原公告日期]102/11/1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634,41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1/20 

[決標公告日期]1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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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5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6735023 

[得標廠商名稱]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 東豐街 7號 8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23594  

[決標金額]59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1/21－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聽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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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590,000 

[底價金額]59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59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6197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34,41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7544483 

[未得標廠商名稱]嘉勳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14,91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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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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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2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216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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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957,5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957,5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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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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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25 17:00 

[開標時間]102/11/2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2 年 12 月 31 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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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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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957,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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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27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216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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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957,5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957,5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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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2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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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1/29 17:00 

[開標時間]102/12/0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2 年 12 月 31 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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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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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 9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957,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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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0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64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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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開標時間]102/12/02 14:00 

[原公告日期]102/11/27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957,5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02 

[決標公告日期]1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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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6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8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71,845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04249876 

[得標廠商名稱]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 重慶南路 1 段 59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3617511  分機 138 

[決標金額]771,845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03－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中文圖書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314 

[決標金額]771,845 

[底價金額]8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771,845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615789 

[未得標廠商名稱]聯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794,767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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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2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標案案號]10215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658,4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658,4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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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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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03 17:00 

[開標時間]102/12/0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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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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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658,4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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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05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51  

[標案名稱]投影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2/04 14:00 

[原公告日期]102/11/29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658,46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04 

[決標公告日期]10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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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5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25,000 元 

[總決標金額]624,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624,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05－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投影機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0 

[決標金額]624,000 

[底價金額]625,00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624,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8197834 

[未得標廠商名稱]庭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658,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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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1/2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室教學音響設備 

[標案案號]10216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30,59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30,59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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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1/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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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03 17:00 

[開標時間]102/12/0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102 年 12 月 31 日前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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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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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430,5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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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05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60  

[標案名稱]教室教學音響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2/04 15:00 

[原公告日期]102/11/29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30,59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04 

[決標公告日期]10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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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6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87,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387,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05－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室教學音響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8 

[決標金額]387,000 

[底價金額]39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87,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4158105 

[未得標廠商名稱]迎鑫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769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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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102/12/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10216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5,00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55,00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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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2/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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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09 17:00 

[開標時間]102/12/1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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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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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55,0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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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2/1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10216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55,00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55,00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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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2/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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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13 17:00 

[開標時間]102/12/16 15:3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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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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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55,0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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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17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65  

[標案名稱]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2/16 15:30 

[原公告日期]102/12/11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55,00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16 

[決標公告日期]10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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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6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25,000 元 

[總決標金額]22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2 新竹縣竹北市台元一街 8 號 5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 23956966  

[決標金額]22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17－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電子資源管理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25,000 

[底價金額]225,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25,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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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12/0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無線基地台 

[標案案號]1021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20,52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20,52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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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2/12/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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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12/09 17:00 

[開標時間]102/12/1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工作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

記證、工廠登記證、行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立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料代之）二、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

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

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

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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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5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地方政府-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一號三樓西南區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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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電話：02-27208889 分機 1052、傳真：02-27239354） 

＊臺北市調查處（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二段 176 號;臺北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2-27328888） 

＊法務部廉政署（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318 號 5 樓;台北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

話：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20,5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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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12/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2167  

[標案名稱]無線基地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12/10 15:00 

[原公告日期]102/12/05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20,52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12/10 

[決標公告日期]1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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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216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13,000 元 

[總決標金額]198,478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文德街 16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98,478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2/12/11－102/12/3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無線基地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98,478 

[底價金額]213,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98,478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30990747 

[未得標廠商名稱]訊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金未繳或不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54158105 

[未得標廠商名稱]迎鑫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03,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