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99 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公開招標紀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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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19 編目模組 第一次 990430 990507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2 990020 LED 全身 CPR 安妮 第一次 990503 990511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3 990021 半身 CPR 安妮 第一次 990503 990511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4 990031 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第一次 990518 990525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5 990036 動畫軟體 3DS MAX 第一次 990518 990525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6 990018 同步即時會議系統 第一次 990525 990601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7 990036 動畫軟體 3DS MAX 第二次 990527 990601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8 990049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第一次 990528 990604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09 990058 圖書推薦軟體 第一次 990528 990604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0 990015 護理站叫人鈴 第一次 990531 990607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1 990050 醫護 DVD 互動教學 第一次 990531 990608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2 990031 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第二次 990603 990608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3 990049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第二次 990609 990615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4 990050 醫護 DVD 互動教學 第二次 990609 990615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5 99009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第一次 990622 990629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6 99011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第二次 990629 990706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7 990072 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第一次 990722 990802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8 990086 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第二次 990804 990810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19 990106 紙櫃展示台 第一次 990805 990811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20 990072 建置 E 化教室 第一次 990805 990812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21 990106 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第一次 990806 990823 公開招標

22 990072 紙櫃展示台 第二次 990818 990824
公開取得報價單
及企劃書

23 990106 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第二次 990827 990903 公開招標

24 990147 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第一次 991124 9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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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日

期
決 標 金 額 決標次數

01 990019 編目模組 990510 990512 ＄500,000- 1

02 990020 LED 全身 CPR 安妮 990511 990513 ＄240,000- 1

03 990021 半身 CPR 安妮 990511 990513 ＄113,000- 1

04 990018 同步即時會議系統 990601 990602 ＄160,000- 1

05 990036 動畫軟體 3DS MAX 990601 990602 ＄127,000- 2

06 990058 圖書推薦軟體 990604 990608 ＄269,800- 1

07 990015 護理站叫人鈴 990607 990609 ＄159,900- 1

08 990031 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990608 990610 ＄159,000- 2

09 990049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990615 990618 ＄175,000- 2

10 990050 醫護 DVD 互動教學 990615 990618 ＄418,000- 2

11 990094 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990706 990708 ＄185,000- 1

12 990114 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990810 990811 ＄238,000- 2

13 990086 建置 E 化教室 990812 990816 ＄369,500- 2

14 990072 紙櫃展示台 990824 990825 ＄98,000- 2

15 990106 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990903 990907 ＄1,300,000- 2

16 990147 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991201 991202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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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模組

[標案案號]99001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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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娛樂,文化,體育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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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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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06 17:00

[開標時間]099/05/07 16:3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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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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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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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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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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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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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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19

[標案名稱]編目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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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類 96 娛樂,文化,體育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07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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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55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0

[決標公告日期]099/05/12

[契約編號]9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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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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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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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0 新竹市東區東光路 192 號 9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23956966

[決標金額]50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5/11－099/06/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編目模組

[得標廠商:1]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500,000

[底價金額]50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9059161

[未得標廠商名稱]松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84971015

[未得標廠商名稱]漢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標價金額]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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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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全身 CPR 安妮

[標案案號]99002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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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標價 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5/03

[更正公告日]099/05/0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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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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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0 17:00

[開標時間]099/05/11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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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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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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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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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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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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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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20

[標案名稱]LED 全身 CPR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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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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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27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1

[決標公告日期]099/05/13

[契約編號]9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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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00 元

[總決標金額]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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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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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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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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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5/12－099/06/2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LED 全身 CPR 安妮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240,000

[底價金額]241,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9972718

[未得標廠商名稱]潔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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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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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 CPR 安妮

[標案案號]99002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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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標價 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0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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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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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10 17:00

[開標時間]099/05/11 15: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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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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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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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個月內無退票證明(至截標日止).詳如資格審查表.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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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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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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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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21

[標案名稱]半身 CPR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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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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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5/11

[決標公告日期]099/05/13

[契約編號]99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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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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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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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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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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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5/12－099/06/2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半身 CPR 安妮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13,000

[底價金額]114,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9972718

[未得標廠商名稱]潔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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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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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標案案號]99003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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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5/18

[更正公告日]099/05/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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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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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校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4 17:00

[開標時間]099/05/2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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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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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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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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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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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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31

[標案名稱] 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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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7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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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軟體 3DS MAX

[標案案號]99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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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1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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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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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24 17:00

[開標時間]099/05/25 15: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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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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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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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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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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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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36

[標案名稱]動畫軟體 3DS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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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5/27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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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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即時會議系統

[標案案號]99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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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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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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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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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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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10: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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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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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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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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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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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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18
[標案名稱]同步即時會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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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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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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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75,5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1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2
[契約編號]99001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65,000 元
[總決標金額]1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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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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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02－099/07/1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同步即時會議系統
[得標廠商:1]尚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60,000
[底價金額]165,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479735
[未得標廠商名稱]華銳安控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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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60924
[未得標廠商名稱]承德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8,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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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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軟體 3DS MAX

[標案案號]99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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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5/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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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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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5/31 17:00

[開標時間]099/06/01 11: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投標文字]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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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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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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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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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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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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36

[標案名稱]動畫軟體 3DS MAX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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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4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1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2

[契約編號]99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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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00 元

[總決標金額]1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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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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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98 巷 7 弄 66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23597298

[決標金額]127,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02－099/07/1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動畫軟體 3DS MAX

[得標廠商:1]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27,000

[底價金額]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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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標案案號]99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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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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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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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告日]099/05/28

[更正公告日]099/05/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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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3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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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099/06/04 15: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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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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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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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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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49

[標案名稱]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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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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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推薦軟體

[標案案號]99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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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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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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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28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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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3 17:00

[開標時間]099/06/0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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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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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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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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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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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58
[標案名稱]圖書推薦軟體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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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27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4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8
[契約編號]99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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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 元
[總決標金額]2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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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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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0 新竹市東區東光路 192 號 9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23956966
[決標金額]2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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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07－099/07/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圖書推薦軟體
[得標廠商:1]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269,800
[底價金額]27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848699
[未得標廠商名稱]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廠商代碼]70588947
[未得標廠商名稱]傑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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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站叫人鈴

[標案案號]9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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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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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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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5/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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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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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4 17:00

[開標時間]099/06/0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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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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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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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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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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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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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15
[標案名稱]護理站叫人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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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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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23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7
[決標公告日期]099/06/09
[契約編號]9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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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0 元
[總決標金額]1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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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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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4
[得標廠商代碼]86853055
[得標廠商名稱]門氏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5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２０１巷２弄１６號２樓
[得標廠商電話]02-26522601
[決標金額]1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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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08－099/07/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護理站叫人鈴
[得標廠商:1]門氏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59,900
[底價金額]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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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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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82958
[未得標廠商名稱]傑盟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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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7245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崎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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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 DVD 互動教學

[標案案號]9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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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5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5/31

[更正公告日]099/05/3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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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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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7 17:00

[開標時間]099/06/0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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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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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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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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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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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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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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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50

[標案名稱] 醫護 DVD 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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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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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標案案號]99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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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自行依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03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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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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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校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7 17:00

[開標時間]099/06/08 15: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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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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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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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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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傳真：02-23583005 ）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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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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31
[標案名稱]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8 家用電器及其零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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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76,29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08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0
[契約編號]99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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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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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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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4322179
[得標廠商名稱]益教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20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23816383
[決標金額]15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09－099/07/2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位即時教學平台
[得標廠商:1]益教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59,000
[底價金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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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標案案號]99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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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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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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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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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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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4 17:00

[開標時間]099/06/1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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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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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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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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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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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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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49

[標案名稱]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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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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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15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8

[契約編號]99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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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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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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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樹林市大安路 305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2681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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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17－099/07/2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腦教學廣播系統設備

[得標廠商:1] 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75,000

[底價金額]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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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 DVD 互動教學

[標案案號]9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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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5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6/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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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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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14 17:00

[開標時間]099/06/15 14:0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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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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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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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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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 www.knjc.edu.tw-首頁-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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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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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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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50
[標案名稱]醫護 DVD 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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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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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422,7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6/15
[決標公告日期]099/06/18
[契約編號]9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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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00 元
[總決標金額]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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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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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12993790
[得標廠商名稱]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臺北縣汐止市臺北縣汐止市伯爵街四九巷一八號一樓
[得標廠商電話]02-2792-3255
[決標金額]41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6/16－099/07/2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醫護 DVD 互動教學
[得標廠商:1]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418,000
[底價金額]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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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標案案號]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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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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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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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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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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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8 17:00

[開標時間]099/06/2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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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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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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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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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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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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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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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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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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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標案案號]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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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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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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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6/2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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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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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7/05 17:00

[開標時間]099/07/06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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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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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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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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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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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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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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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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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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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9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7/06
[決標公告日期]099/07/08
[契約編號]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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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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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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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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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 188 號 9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29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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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07/07－099/09/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嬰兒照護模擬訓練套組
[得標廠商:1]國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85,000
[底價金額]1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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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標案案號]9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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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 其他裝修工程

[工程計畫編號]990114

[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294,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原公告日]099/07/22

[更正公告日]099/07/2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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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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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時間]099/07/30 17:00

[開標時間]099/08/02 14:3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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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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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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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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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14

[標案名稱] 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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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類>5179 其他裝修工程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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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標案案號]9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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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9 其他裝修工程

[工程計畫編號]990114

[是否屬於建築工程]否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294,0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公告日]09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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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09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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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099/08/10 10:30

[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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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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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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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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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14

[標案名稱]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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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 5179 其他裝修工程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8/1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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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294,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8/10

[決標公告日期]099/08/11

[契約編號]9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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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00 元

[總決標金額]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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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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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12862930

[得標廠商名稱]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段 21 巷 33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7-026028

[決標金額]23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8/11－099/09/2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C1090 教室防滑地磚含排水設備

[得標廠商:1]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238,000

[底價金額]238,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49956327

[未得標廠商名稱]承品裝璜企業社

[是否合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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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櫃展示台

[標案案號]99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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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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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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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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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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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10 17:00

[開標時間]099/08/11 10:30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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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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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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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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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72

[標案名稱] 紙櫃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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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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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E化教室

[標案案號]99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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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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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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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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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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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11 17:00

[開標時間]099/08/12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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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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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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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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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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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86
[標案名稱]建置 E化教室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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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403,38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8/12
[決標公告日期]099/08/16
[契約編號]99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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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0 元
[總決標金額]3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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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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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4
[得標廠商代碼]80477456
[得標廠商名稱]集賢聯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7 臺北縣蘆洲市三民路 128 巷 61 弄 27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85222929
[決標金額]3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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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13－099/09/2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建置 E化教室
[得標廠商:1]集賢聯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369,500
[底價金額]37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28328477
[未得標廠商名稱]銘懋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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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0442
[未得標廠商名稱]國企國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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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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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6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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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標案案號]9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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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38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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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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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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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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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校網站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20 17:00

[開標時間]099/08/23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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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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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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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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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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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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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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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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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06

[標案名稱]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384 運動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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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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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櫃展示台

[標案案號]99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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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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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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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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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8/23 17:00

[開標時間]099/08/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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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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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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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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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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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72
[標案名稱]紙櫃展示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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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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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11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8/24
[決標公告日期]099/08/25
[契約編號]99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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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0 元
[總決標金額]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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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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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2
[得標廠商代碼]49956327
[得標廠商名稱]承品裝璜企業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0 臺北縣板橋市翠華街 6巷 5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29574232
[決標金額]98,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8/25－099/10/06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紙櫃展示台
[得標廠商:1]承品裝璜企業社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98,000
[底價金額]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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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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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機關名稱]私立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標案案號]9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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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38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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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公告日]09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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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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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校網站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2 17:00

[開標時間]099/09/03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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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地點]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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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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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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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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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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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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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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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06
[標案名稱]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4 運動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03 14: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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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380,077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03
[決標公告日期]099/09/07
[契約編號]9901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3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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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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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27723459
[得標廠商名稱]科正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臺北縣汐止市大同路 2段 145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86926616
[決標金額]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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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9/06－099/10/1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高齡健康運動研究中心設備
[得標廠商:1]科正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300,000
[底價金額]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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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標案案號]99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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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00 元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標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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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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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至本校網站下載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1/3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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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間]09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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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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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請至本校首頁 www.knjc.edu.tw/招標公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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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6

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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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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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47
[標案名稱]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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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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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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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預算金額]325,1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2/01
[決標公告日期]099/12/02
[契約編號]99014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320,000 元
[總決標金額]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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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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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家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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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否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099/12/02－100/01/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國際商務研討教室設備
[得標廠商:1]瑩昌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320,000
[底價金額]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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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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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42870
[未得標廠商名稱]信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