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101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公開招標紀錄

10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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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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第 1 次 101/04/16 101/04/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2 101050 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第 1 次 101/04/23 101/04/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3 101018 嬰兒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第 1 次 101/04/24 101/05/0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4 10101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第 2 次 101/04/26 101/05/0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5 101050 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第 2 次 101/05/08 101/05/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6 101053 教學模型及置物櫃 第 1 次 101/05/08 101/05/1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7 101055 管灌飲食訓練模型 第 1 次 101/05/08 101/05/1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8 101070 AED 急救設備組 第 1 次 101/05/16 101/05/2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9 101070 AED 急救設備組 第 2 次 101/05/28 101/05/3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 101078 英語劇場音響設備 第 1 次 101/05/28 101/06/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1 101034 網路攝影機 第 1 次 101/05/29 101/06/0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2 101097 嬰兒甦醒安妮模型 第 1 次 101/06/05 101/06/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3 101106 人體解剖模型 第 1 次 101/06/05 101/06/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4 101040 節電照明設備 第 1 次 101/06/11 101/06/1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5 101040 節電照明設備 第 2 次 101/06/20 101/06/2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6 101125 孕婦假病人模型 第 1 次 101/06/26 101/07/0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7 101147 MINI OSCE 設備 第 1 次 101/08/06 101/08/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8 101159 個案研討桌 第 1 次 101/08/30 101/09/0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9 101105 壓克力看板 第 1 次 101/09/06 101/09/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0 101159 個案研討桌 第 2 次 101/09/14 101/09/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1 101105 壓克力看板 第 2 次 101/09/14 101/09/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2 101174 自學錄製系統 第 1 次 101/09/26 101/10/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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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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1174 自學錄製系統 第 2 次 101/10/05 101/10/0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4 101169 多媒體電視系統 第 1 次 101/10/17 101/10/2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5 101169 多媒體電視系統 第 2 次 101/10/25 101/10/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6 101199 全校緊急求救系統 第 1 次 101/11/01 101/11/0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7 101174 自學錄製系統 第 3 次 101/11/02 101/11/0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8 101169 多媒體電視系統 第 3 次 101/11/05 101/11/0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9 101198 停車場車道管制系統 第 1 次 101/11/06 101/11/1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0 101228 宿舍門禁管制系統 第 1 次 101/12/13 10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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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101/05/02 $310,000- 國揚儀器 2

02 101018 嬰兒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101/05/02 $189,900- 群鈺科學 1

03 101050 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101/05/14 $142,700- 雅士照相 2

04 101055 管灌飲食訓練模型 101/05/16 $558,000- 永達儀器 1

05 101053 教學模型及置物櫃 101/05/17 $122,100- 永達儀器 1

06 101070 AED 急救設備組 101/06/01 $170,000- 立偉電子 2

07 101078 英語劇場音響設備 101/06/05 $422,000- 俱佳企業 1

08 101034 網路攝影機 101/06/07 $106,900- 驊躍有限 1

09 101097 嬰兒甦醒安妮模型 101/06/13 $124,000- 宏崎公司 1

10 101106 人體解剖模型 101/06/13 $235,000- 群鈺科學 1

11 101040 節電照明設備 101/06/26 $330,000- 世烽實業 2

12 101125 孕婦假病人模型 101/07/04 $323,000- 群鈺科學 1

13 101147 MINI OSCE 設備 101/08/14 $260,000- 群鈺科學 1

14 101159 個案研討桌 101/09/20 $175,000- 交通電腦 2

15 101105 壓克力看板 101/09/20 $82,670- 一鋒實業 2

16 101174 自學錄製系統 101/11/07 $695,000- 瑞祺科技 3

17 101169 多媒體電視系統 101/11/09 $109,700- 昌明視聽 3

18 101199 全校緊急求救系統 101/11/12 $400,000- 優 必 佳 1

19 101198 停車場車道管制系統 101/11/14 $485,000- 尚允系統 1

20 101228 宿舍門禁管制系統 101/12/19 $185,000- 交通電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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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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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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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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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3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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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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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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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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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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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0 17:00

[開標時間]101/04/23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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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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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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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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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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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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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3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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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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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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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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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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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30 17:00

[開標時間]101/05/0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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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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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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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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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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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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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1 15: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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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33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01

[決標公告日期]101/05/02

[契約編號]10101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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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315,000 元

[總決標金額]31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86337947

[得標廠商名稱]國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 寶橋路 188 號 9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 29137000

[決標金額]31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美國(US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2－1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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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1]國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10,000

[底價金額]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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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3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標案案號]1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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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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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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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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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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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7 17:00

[開標時間]101/04/3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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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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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 12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5/08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標案案號]10105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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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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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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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單位需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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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0 17:00

[開標時間]101/05/1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事務組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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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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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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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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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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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

[標案名稱]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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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1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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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單位需要之功能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11

[決標公告日期]101/05/14

[契約編號]10105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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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44,000 元

[總決標金額]1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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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24010

[得標廠商名稱]雅士照相器材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00 嘉義市東區 中央里光華路８７號一樓

[得標廠商電話]05- 2221174

[決標金額]142,7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4－101/06/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專業用數位攝影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雅士照相器材行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42,700

[底價金額]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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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4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嬰兒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標案案號]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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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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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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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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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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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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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30 17:00

[開標時間]101/05/0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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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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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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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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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8

[標案名稱]嬰兒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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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1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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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21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01

[決標公告日期]101/05/02

[契約編號]1010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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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15,200 元

[總決標金額]1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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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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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挪威(NORWAY)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02－101/06/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嬰兒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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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00

[底價金額]215,2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4,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1543608

[未得標廠商名稱]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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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9624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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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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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8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模型及置物櫃

[標案案號]1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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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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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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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校方採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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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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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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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4 17:00

[開標時間]101/05/1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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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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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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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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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3

[標案名稱]教學模型及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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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5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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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校方採購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15

[決標公告日期]101/05/17

[契約編號]101053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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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25,000 元

[總決標金額]1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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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6－101/06/2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教學模型及置物櫃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22,100

[底價金額]12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6,9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11543608

[未得標廠商名稱]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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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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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8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管灌飲食訓練模型

[標案案號]1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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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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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5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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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校方採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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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4 17:00

[開標時間]101/05/15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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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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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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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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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5

[標案名稱]管灌飲食訓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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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5 15: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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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校方採購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15

[決標公告日期]101/05/16

[契約編號]10105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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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558,000 元

[總決標金額]5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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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日本(JAP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15－101/08/0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管灌飲食訓練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558,000

[底價金額]558,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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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3608

[未得標廠商名稱]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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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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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急救設備組

[標案案號]10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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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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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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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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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需符合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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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1 17:00

[開標時間]101/05/2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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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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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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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5/28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急救設備組

[標案案號]10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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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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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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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需符合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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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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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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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30 17:00

[開標時間]101/05/3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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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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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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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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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0

[標案名稱]AED 急救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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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31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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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需符合學校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5/31

[決標公告日期]101/06/01

[契約編號]10107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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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72,000 元

[總決標金額]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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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1885

[決標金額]17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5/31－101/07/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AED 急救設備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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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

[底價金額]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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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8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英語劇場音響設備

[標案案號]1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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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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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6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4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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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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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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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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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1 17:00

[開標時間]101/06/0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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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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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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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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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8

[標案名稱]英語劇場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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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4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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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6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規範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1/06/05

[契約編號]101078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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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425,200 元

[總決標金額]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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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63884

[得標廠商名稱]俱佳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 3段 75 巷 2 弄 20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35150

[決標金額]422,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6/04－101/07/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英語劇場音響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俱佳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22,000

[底價金額]425,2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004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28,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5145539

[未得標廠商名稱]首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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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67205

[未得標廠商名稱]桓基音響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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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9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網路攝影機

[標案案號]1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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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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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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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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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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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4 17:00

[開標時間]101/06/0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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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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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廠商具有

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3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4廠商具有維修、維

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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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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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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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4

[標案名稱]網路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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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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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5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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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施工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1/06/07

[契約編號]10103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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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08,000 元

[總決標金額]106,9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86021996

[得標廠商名稱]驊躍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00 嘉義市西區 新西里 11 鄰上海路 357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93491

[決標金額]106,9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6/05－101/07/1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網路攝影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驊躍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6,900

[底價金額]108,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70788522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25745800

[未得標廠商名稱]煜晟科技企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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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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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5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嬰兒甦醒安妮模型

[標案案號]1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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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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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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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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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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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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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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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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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1 17:00

[開標時間]1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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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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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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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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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7

[標案名稱]嬰兒甦醒安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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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2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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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1/06/13

[契約編號]101097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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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28,000 元

[總決標金額]124,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5

[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 1段 342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16637

[決標金額]124,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挪威(NORWAY)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6/13－101/07/2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嬰兒甦醒安妮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24,000

[底價金額]128,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951518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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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05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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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9624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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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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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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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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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公告日：101/06/05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人體解剖模型

[標案案號]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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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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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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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告日]101/06/05

[更正公告日]10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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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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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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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1 17:00

[開標時間]1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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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45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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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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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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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6

[標案名稱]人體解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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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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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2 15: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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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1/06/13

[契約編號]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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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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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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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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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5636

[決標金額]23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6/12－101/08/1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人體解剖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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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00

[底價金額]236,5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2605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4951518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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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1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節電照明設備

[標案案號]1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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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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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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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335,00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33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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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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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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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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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5 17:00

[開標時間]10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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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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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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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6/20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節電照明設備

[標案案號]1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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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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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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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335,00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33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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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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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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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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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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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2 17:00

[開標時間]10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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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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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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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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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0

[標案名稱]節電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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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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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5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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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符合學校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6/25

[決標公告日期]101/06/26

[契約編號]101040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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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330,000 元

[總決標金額]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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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9111

[得標廠商名稱]世烽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 中正北路 408 巷 2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89815121

[決標金額]33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6/25－101/08/0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節電照明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世烽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30,000

[底價金額]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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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孕婦假病人模型

[標案案號]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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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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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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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否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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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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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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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02 17:00

[開標時間]1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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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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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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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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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5

[標案名稱]孕婦假病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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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03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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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7/03

[決標公告日期]101/07/04

[契約編號]10112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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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否

[總決標金額]3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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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72450

[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 復興南路 1段 342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16637

[決標金額]323,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7/03－101/08/1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孕婦假病人模型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得標廠商:1]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23,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951518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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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0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MINI OSCE 設備

[標案案號]1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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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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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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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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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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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0 17:00

[開標時間]1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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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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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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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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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7

[標案名稱]MINI O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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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13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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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8/13

[決標公告日期]101/08/14

[契約編號]101147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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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2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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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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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8/14－101/09/2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MINI O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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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60,000

[底價金額]2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3590696

[未得標廠商名稱]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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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6031

[未得標廠商名稱]秉誠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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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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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30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個案研討桌

[標案案號]1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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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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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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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30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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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03 17:00

[開標時間]10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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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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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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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9/14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個案研討桌

[標案案號]1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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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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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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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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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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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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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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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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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8 17:00

[開標時間]10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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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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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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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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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9

[標案名稱]個案研討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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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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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9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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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9/19

[決標公告日期]101/09/20

[契約編號]101159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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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76,000 元

[總決標金額]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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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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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9/20－101/11/0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個案研討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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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

[底價金額]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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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0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壓克力看板

[標案案號]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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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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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5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0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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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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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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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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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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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1 17:00

[開標時間]1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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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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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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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09/14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壓克力看板

[標案案號]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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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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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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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5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0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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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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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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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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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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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8 17:00

[開標時間]10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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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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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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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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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5

[標案名稱]壓克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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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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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19 15: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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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辦理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09/19

[決標公告日期]101/09/20

[契約編號]1011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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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96,000 元

[總決標金額]8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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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1399

[得標廠商名稱]一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 2段 179 巷 224 弄 5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2969837

[決標金額]82,67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09/20－101/11/0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壓克力看板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一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82,670

[底價金額]96,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0356423

[未得標廠商名稱]聯偉企業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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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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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2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自學錄製系統

[標案案號]1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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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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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77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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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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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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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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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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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1 17:00

[開標時間]1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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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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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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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10/05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自學錄製系統

[標案案號]1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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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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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77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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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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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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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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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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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8 17:00

[開標時間]10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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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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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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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11/02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自學錄製系統

[標案案號]1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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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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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77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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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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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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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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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5 17:00

[開標時間]10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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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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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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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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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74

[標案名稱]自學錄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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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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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6 15: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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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53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需求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1/11/06

[決標公告日期]101/11/07

[契約編號]101174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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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7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6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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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1/07－101/12/1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自學錄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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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00

[底價金額]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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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7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多媒體電視系統

[標案案號]1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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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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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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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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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2 17:00

[開標時間]10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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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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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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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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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10/25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多媒體電視系統

[標案案號]1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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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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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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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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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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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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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9 17:00

[開標時間]10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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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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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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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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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11/05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多媒體電視系統

[標案案號]1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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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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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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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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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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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7 17:00

[開標時間]10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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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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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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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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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69

[標案名稱]多媒體電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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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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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8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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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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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1/11/09

[契約編號]10116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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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1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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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25197

[得標廠商名稱]昌明視聽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 漢口街 1段 134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3755533

[決標金額]109,7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1/09－101/12/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多媒體電視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昌明視聽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9,700

[底價金額]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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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1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全校緊急求救系統

[標案案號]1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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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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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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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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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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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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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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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5 17:00

[開標時間]10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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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後 3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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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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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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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99

[標案名稱]全校緊急求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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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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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6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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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是

[本案完成後所應達到之功能、效益、標準、品質或特性]依學校要求

[決標公告序號]002

[決標日期]101/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1/11/12

[契約編號]101199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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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510,000 元

[總決標金額]4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5

[得標廠商代碼]89590508

[得標廠商名稱]優必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 新北市永和區 保順路 37 巷 14 號 5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9256501

[決標金額]4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1/09－101/12/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全校緊急求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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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必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00,000

[底價金額]51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97090338

[未得標廠商名稱]尚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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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19801

[未得標廠商名稱]睿智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9712973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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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5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門氏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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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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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1/11/06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停車場車道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10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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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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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鐵路及電車軌道之機車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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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5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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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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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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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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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2 17:00

[開標時間]1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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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標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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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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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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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98

[標案名稱]停車場車道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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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鐵路及電車軌道之機車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1/11/13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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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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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3

[決標公告日期]101/11/14

[契約編號]10119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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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540,000 元

[總決標金額]4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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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0338

[得標廠商名稱]尚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 1段 217 巷 59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6588005

[決標金額]48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1/14－101/12/2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停車場車道管制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尚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85,000

[底價金額]54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19801

[未得標廠商名稱]睿智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9712973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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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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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3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宿舍門禁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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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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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金額]1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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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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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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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7 17:00

[開標時間]10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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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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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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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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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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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8

[標案名稱]宿舍門禁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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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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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8 14: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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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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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8

[決標公告日期]101/12/19

[契約編號]10122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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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85,300 元

[總決標金額]1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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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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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2/19－101/12/2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宿舍門禁管制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85,000

[底價金額]185,300

[未得標廠商代碼]97090338

[未得標廠商名稱]尚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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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3195

[未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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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