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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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0 懸吊式沖洗練習模型 第一次 100/05/09 100/05/16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2 100024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第一次 100/05/12 100/05/17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3 100015 視訊會議系統 第一次 100/05/16 100/05/23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4 100006 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第一次 100/05/24 100/05/31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5 100024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第二次 100/05/24 100/05/27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6 100015 視訊會議系統 第二次 100/06/07 100/06/10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7 100006 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第二次 100/06/08 100/06/13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8 100078 單眼鏡頭組 第一次 100/06/10 100/06/15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09 100015 視訊會議系統 第三次 100/06/21 100/06/24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0 100115 影視多機攝影棚設備 第一次 100/07/04 100/07/12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1 100068 數位錄音室設備 第一次 100/07/08 100/07/13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2 100114 監視設備 第一次 100/07/15 100/07/21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3 100068 數位錄音室設備 第二次 100/08/01 100/08/04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4 100029 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第一次 100/08/01 100/08/08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5 100114 監視設備 第二次 100/08/08 100/08/11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6 100029 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第二次 100/08/11 100/08/16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7 100153 直腸診察用模型 第一次 100/09/05 100/09/13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8 100165 網路交換器 第一次 100/09/16 100/09/22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19 100161 健康評估組 第一次 100/09/16 100/09/22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20 100165 網路交換器 第二次 100/09/27 100/09/30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21 100174 教學展示櫃 第一次 100/10/21 100/10/26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22 100174 教學展示櫃 第二次 100/10/28 100/11/01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23 100188 立式懸吊訓練架 第一次 100/11/02 100/11/08 
公開取得報價單及企

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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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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0 懸吊式沖洗練習模型 100/05/17 ＄160,000- 永達儀器 1 

02 100024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100/05/30 ＄146,800- 百珈國際 2 

03 100006 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100/06/14 ＄300,000- 歐凌股份 2 

04 100078 單眼鏡頭組 100/06/16 ＄190,000- 宇波科技 1 

05 100015 視訊會議系統 100/06/27 ＄140,000- 瑩昌科技 3 

06 100115 影視多機攝影棚設備 100/07/13 ＄435,000- 宇波科技 1 

07 100068 數位錄音室設備 100/08/05 ＄118,000- 東億國際 2 

08 100114 監視設備 100/08/12 ＄144,500- 百珈國際 2 

09 100029 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100/08/17 ＄945,000- 俱佳企業 2 

10 100153 直腸診察用模型 100/09/14 ＄118,000- 永達儀器 1 

11 100161 健康評估組 100/09/23 ＄116,280- 群鈺科學 1 

12 100165 網路交換器 100/10/03 ＄215,000- 麟瑞科技 2 

13 100174 教學展示櫃 100/11/02 ＄156,000- 國企國際 2 

14 100188 立式懸吊訓練架 100/11/09 ＄288,000- 信捷國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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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懸吊式沖洗練習模型 

[標案案號]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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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0 元 

[預計金額]168,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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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0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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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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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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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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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13 17:00 

[開標時間]1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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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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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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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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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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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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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  

[標案名稱]懸吊式沖洗練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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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5/16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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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6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5/16 

[決標公告日期]100/05/17 

[契約編號]10004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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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1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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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23219465 

[決標金額]1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德國(GERMANY)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5/17－100/08/09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懸吊式沖洗練習模型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60,000 

[底價金額]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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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原因]審標合格但未得標之其他原因 ：資格審查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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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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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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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標案案號]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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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0 元 

[預計金額]19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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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12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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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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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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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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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16 17:00 

[開標時間]10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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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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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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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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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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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4  

[標案名稱]  

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5/18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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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訊會議系統 

[標案案號]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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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預計金額]146,28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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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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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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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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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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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行至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5/20 17:00 

[開標時間]100/05/23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式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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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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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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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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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  

[標案名稱]  

視訊會議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5/2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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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標案案號]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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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00 元 

[預計金額]316,5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請依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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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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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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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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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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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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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5/30 17:00 

[開標時間]1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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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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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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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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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6  

[標案名稱]  

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6/01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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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標案案號]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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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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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0 元 

[預計金額]192,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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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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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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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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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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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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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26 17:00 

[開標時間]10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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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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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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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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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4  

[標案名稱]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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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5/27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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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9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0/05/30 

[契約編號]1000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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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1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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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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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278580 

[決標金額]1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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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30－100/07/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電腦教室高架地板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6,800 

[底價金額]1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963420 

[未得標廠商名稱]鴻邦興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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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1766 

[未得標廠商名稱]益靖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4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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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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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訊會議系統 

[標案案號]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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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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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預計金額]146,28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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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07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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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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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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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行至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09 17:00 

[開標時間]100/06/1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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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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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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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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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  

[標案名稱]  

視訊會議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6/13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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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標案案號]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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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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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00 元 

[預計金額]316,5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請依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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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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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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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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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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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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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10 17:00 

[開標時間]10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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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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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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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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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6  

[標案名稱]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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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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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13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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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16,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13 

[決標公告日期]100/06/14 

[契約編號]1000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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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30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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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3874 

[得標廠商名稱]歐凌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 5 段 364 號 7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3461717 

[決標金額]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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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14－100/07/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體能律動教室設備  

[得標廠商:1]歐凌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300,000 

[底價金額]30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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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單眼鏡頭組 

[標案案號]1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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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元 

[預計金額]200,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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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1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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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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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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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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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14 17:00 

[開標時間]1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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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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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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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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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  

[標案名稱]單眼鏡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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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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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15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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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15 

[決標公告日期]100/06/16 

[契約編號]10007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 30 -

[底價金額]19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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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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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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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16－100/07/2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單眼鏡頭組  

[得標廠商:1]宇波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90,000 

[底價金額]19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39452 

[未得標廠商名稱]吉第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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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78878 

[未得標廠商名稱]暘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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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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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訊會議系統 

[標案案號]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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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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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預計金額]146,28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自行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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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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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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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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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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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行至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6/23 17:00 

[開標時間]100/06/24 10: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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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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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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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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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  

[標案名稱]視訊會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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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6/24 10: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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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46,28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6/24 

[決標公告日期]100/06/27 

[契約編號]1000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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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1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8676068 

[得標廠商名稱]瑩昌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5 段 150 巷 445弄 20 號 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7294187 

[決標金額]14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0/06/27－100/08/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訊會議系統  

[得標廠商:1]瑩昌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0,000 

[底價金額]14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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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影視多機攝影棚設備 

[標案案號]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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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00 元 

[預計金額]47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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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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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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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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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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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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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1 17:00 

[開標時間]1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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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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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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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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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5  

[標案名稱]影視多機攝影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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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7/12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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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473,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7/12 

[決標公告日期]100/07/13 

[契約編號]1001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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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441,000 元 

[總決標金額]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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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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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154577 

[決標金額]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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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3－100/08/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影視多機攝影棚設備  

[得標廠商:1]宇波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435,000 

[底價金額]441,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4339452 

[未得標廠商名稱]吉第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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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1201 

[未得標廠商名稱]乙巧電器視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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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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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數位錄音室設備 

[標案案號]1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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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0 元 

[預計金額]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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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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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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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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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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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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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12 17:00 

[開標時間]10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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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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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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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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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8  

[標案名稱]  

數位錄音室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7/1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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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標案案號]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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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金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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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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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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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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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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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7/20 17:00 

[開標時間]10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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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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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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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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4  

[標案名稱]  

監視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8/04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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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數位錄音室設備 

[標案案號]1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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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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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0 元 

[預計金額]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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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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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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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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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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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3 17:00 

[開標時間]100/08/0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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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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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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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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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8  

[標案名稱]數位錄音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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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04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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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3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04 

[決標公告日期]100/08/05 

[契約編號]1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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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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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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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94678 

[得標廠商名稱]東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2 臺北市北投區公館路 180 號 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28958996 

[決標金額]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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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5－100/09/1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數位錄音室設備  

[得標廠商:1]東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18,000 

[底價金額]120,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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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英語劇場燈光設備 

[標案案號]1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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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18 元 

[預計金額]333,418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金額或數量]逐年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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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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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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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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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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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05 17:00 

[開標時間]100/08/0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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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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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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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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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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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9  

[標案名稱]  

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8/09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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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標案案號]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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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金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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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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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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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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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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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0/08/10 17:00 

[開標時間]100/08/1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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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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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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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4  

[標案名稱]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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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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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11 11: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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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11 

[決標公告日期]100/08/12 

[契約編號]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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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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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1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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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278580 

[決標金額]1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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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2－100/09/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監視系統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44,500 

[底價金額]145,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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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標案案號]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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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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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875 元 

[預計金額]975,875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金額或數量]逐年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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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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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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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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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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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5 17:00 

[開標時間]1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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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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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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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8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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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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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9  

[標案名稱]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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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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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8/16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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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975,87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8/16 

[決標公告日期]100/08/17 

[契約編號]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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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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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9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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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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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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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17－100/09/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英語實驗劇場設備  

[得標廠商:1]俱佳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945,000 

[底價金額]9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000419 

[未得標廠商名稱]祐宏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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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5539 

[未得標廠商名稱]首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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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直腸診察用模型 

[標案案號]1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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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元 

[預計金額]1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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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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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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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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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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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09 17:00 

[開標時間]10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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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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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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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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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3  

[標案名稱]直腸診察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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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9/13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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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4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9/13 

[決標公告日期]100/09/14 

[契約編號]11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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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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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11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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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23419624 

[決標金額]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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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14－100/10/2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直腸診察用模型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18,000 

[底價金額]123,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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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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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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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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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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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00 元 

[預計金額]22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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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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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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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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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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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1 17:00 

[開標時間]10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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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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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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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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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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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65  

[標案名稱]  

網路交換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09/28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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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健康評估組 

[標案案號]1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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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金額]14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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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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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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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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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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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1 17:00 

[開標時間]10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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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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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 -

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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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61  

[標案名稱]健康評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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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9/22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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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14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9/22 

[決標公告日期]100/09/23 

[契約編號]1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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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00 元 



 - 70 -

[總決標金額]11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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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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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3－100/11/0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健康評估組  

[得標廠商:1]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16,280 

[底價金額]126,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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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79996347 

[未得標廠商名稱]創田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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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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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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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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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00 元 

[預計金額]22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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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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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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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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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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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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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29 17:00 

[開標時間]1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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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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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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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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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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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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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09/30 14: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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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28,4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09/30 

[決標公告日期]100/10/03 

[契約編號]1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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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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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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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8811 

[得標廠商名稱]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5 臺北市南港區東明里南港路 2 段 99-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26512340 

[決標金額]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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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3－100/12/2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網路交換器  

[得標廠商:1]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215,000 

[底價金額]218,000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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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展示櫃 

[標案案號]1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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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95 元 

[預計金額]261,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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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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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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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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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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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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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5 17:00 

[開標時間]10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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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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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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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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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4  

[標案名稱]  

教學展示櫃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 <財物類>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金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0/10/27 

[無法決標的理由]流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行招標] 是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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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教學展示櫃 

[標案案號]1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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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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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95 元 

[預計金額]261,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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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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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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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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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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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1 17:00 

[開標時間]100/11/01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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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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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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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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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4  

[標案名稱]教學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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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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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11/01 15:3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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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261,79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11/01 

[決標公告日期]100/11/02 

[契約編號]1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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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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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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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0442 

[得標廠商名稱]國企國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3 新北市泰山區福興村仁德路 2 之 3 號 6樓 

[得標廠商電話]02-85222929 

[決標金額]1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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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2－100/12/1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教學展示櫃  

[得標廠商:1]國企國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1 

[決標金額]156,000 

[底價金額]2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0541813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松發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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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7951 

[未得標廠商名稱]日盛圖書館設備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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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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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機關名稱]私立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立式懸吊訓練架 

[標案案號]1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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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元 

[預計金額]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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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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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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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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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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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7 17:00 

[開標時間]100/11/08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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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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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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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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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88  

[標案名稱]立式懸吊訓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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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100/11/08 15:00 

[採購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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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金額]3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0/11/08 

[決標公告日期]100/11/09 

[契約編號]1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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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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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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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7513 

[得標廠商名稱]信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4 段 415 號 8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87893088 

[決標金額]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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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9－100/12/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立式懸吊訓練架  

[得標廠商:1]信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數量]2 

[決標金額]288,000 

[底價金額]29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466865 

[未得標廠商名稱]三陵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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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50148 

[未得標廠商名稱]歐斯達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