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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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6 UPS 第一次 103/04/28 103/05/0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2 103031 POS 收銀機設備 第一次 103/04/29 103/05/0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3 
103004 

103005 
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第一次 103/05/05 103/05/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4 103003 緊急按扣 第一次 103/05/05 103/05/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5 103049 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第一次 103/05/06 103/05/1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6 103006 UPS 第二次 103/05/06 103/05/0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7 103024 身體組成分析儀 第一次 103/05/13 103/05/2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8 103006 UPS 第三次 103/05/13 103/05/1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09 103031 POS 收銀機設備 第二次 103/05/13 103/05/2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0 
103004 

103005 
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第二次 103/05/13 103/05/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1 103003 緊急按扣 第二次 103/05/15 103/05/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2 103049 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第二次 103/05/16 103/05/2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3 103102 簡易滅火設備 第一次 103/05/20 103/05/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4 103039 烤箱及製冰設備 第一次 103/05/21 103/05/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5 103067 單字學習系統 第一次 103/05/21 103/05/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6 
103072 

103073 
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第一次 103/05/23 103/05/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7 103052 NAS 伺服器 第一次 103/05/23 103/05/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8 103109 運動健身設備 第一次 103/05/23 103/05/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19 
103074 

103075 
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第一次 103/05/23 103/05/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0 103099 中階無線基地台 第一次 103/05/23 103/05/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1 
103004 

103005 
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第三次 103/05/26 103/05/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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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資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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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3100 快速帳篷 第一次 103/05/29 103/06/0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3 103024 身體組成分析儀 第二次 103/05/30 103/06/0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4 103039 烤箱及製冰設備 第二次 103/05/30 103/06/0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5 103067 單字學習系統 第二次 103/05/30 103/06/0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6 103052 NAS 伺服器 第二次 103/05/30 103/06/0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7 
103074 

103075 
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第二次 103/06/04 103/06/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8 103088 NAS 主機 第一次 103/06/04 103/06/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29 103122 網路交換器 第一次 103/06/05 103/06/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0 103102 簡易滅火設備 第二次 103/06/06 103/06/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1 103112 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第一次 103/06/06 103/06/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2 103099 中階無線基地台 第二次 103/06/06 103/06/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3 103039 烤箱及製冰設備 第三次 103/06/06 103/06/1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4 
103072 

103073 
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第二次 103/06/09 103/06/1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5 103042 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第一次 103/06/11 103/06/1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6 103109 運動健身設備 第二次 103/06/11 103/06/1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7 103115 AED 教學機 第一次 103/06/11 103/06/1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8 103052 NAS 伺服器 第三次 103/06/12 103/06/1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39 103088 NAS 主機 第二次 103/06/13 103/06/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0 103094 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第一次 103/06/13 103/06/1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1 103112 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第二次 103/06/20 103/06/2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2 103122 網路交換器 第二次 103/06/20 103/06/2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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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資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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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03042 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第二次 103/06/20 103/06/2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4 103109 運動健身設備 第三次 103/06/20 103/06/2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5 103115 AED 教學機 第二次 103/06/24 103/06/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6 103094 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第二次 103/06/24 103/06/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7 103142 24 埠網路交換器 第一次 103/06/27 103/07/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8 103112 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第三次 103/06/30 103/07/0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49 103143 廣播教學設備 第一次 103/07/03 103/07/0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0 103142 24 埠網路交換器 第二次 103/07/03 103/07/0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1 103093 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第一次 103/07/10 103/07/24 公開招標 

52 103094 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第三次 103/07/16 103/07/2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3 103143 廣播教學設備 第二次 103/07/16 103/07/23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4 103093 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第二次 103/07/25 103/08/06 公開招標 

55 103100 快速帳篷 第二次 103/08/05 103/08/1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6 103154 中文圖書 第一次 103/08/07 103/08/1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7 
103022 

103023 
甲醛檢測儀及溫溼度看板 第一次 103/08/14 103/08/2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8 103157 視聽資料 第一次 103/08/15 103/08/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59 103007 門禁管制系統 第一次 103/08/18 103/08/2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0 103109 運動健身設備 第四次 103/08/19 103/08/2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1 103154 中文圖書 第二次 103/08/19 103/08/26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2 
103022 

103023 
甲醛檢測儀及溫溼度看板 第二次 103/08/26 103/09/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3 103007 門禁管制系統 第二次 103/08/28 103/09/0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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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資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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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03154 中文圖書 第三次 103/09/04 103/09/1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5 103167 鏡片驗度儀 第一次 103/09/30 103/10/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6 103169 瞳孔測量儀 第一次 103/09/30 103/10/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7 103166 靜脈輸液幫浦 第一次 103/10/01 103/10/0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8 103178 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 第一次 103/10/07 103/10/1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69 103167 鏡片驗度儀 第二次 103/10/08 103/10/1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0 103169 瞳孔測量儀 第二次 103/10/08 103/10/15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1 
103022 

103023 
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第三次 103/10/14 103/10/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2 103166 靜脈輸液幫浦 第二次 103/10/15 103/10/22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3 103185 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第一次 103/10/21 103/10/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4 103179 攜帶型聚光燈組 第一次 103/10/22 103/10/29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5 103189 桌上型上退感應機 第一次 103/10/23 103/10/30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6 103185 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第二次 103/11/03 103/11/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7 103179 攜帶型聚光燈組 第二次 103/11/03 103/11/07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8 
103022 

103023 
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第四次 103/11/10 103/11/1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79 103179 攜帶型聚光燈組 第三次 103/11/10 103/11/14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80 103197 視聽資料 第一次 103/11/14 103/11/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81 103198 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第一次 103/11/14 103/11/21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82 103198 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第二次 103/11/25 103/11/28 
公開取得報價

單及企畫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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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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6 UPS 103/05/16 $100,020- 交通電腦 3 

02 103031 POS 收銀機設備 103/05/20 $256,800- 微創科技 2 

03 103049 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103/05/20 $110,000- 佳格公司 2 

04 103003 緊急按扣 103/05/21 $520,000- 優必佳 2 

05 
103004 

103005 
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103/05/29 $244,890- 東進鋼鐵 3 

06 103024 身體組成分析儀 103/06/04 $240,000- 驊晟公司 2 

07 103067 單字學習系統 103/06/06 $338,000- 驊鉅數位 2 

08 
103074 

103075 
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103/06/10 $740,000- 群鈺科學 2 

09 103099 中階無線基地台 103/06/10 $409,600- 百珈國際 2 

10 103102 簡易滅火設備 103/06/11 $338,000- 傑臣消防 2 

11 103039 烤箱及製冰設備 103/06/11 $420,000- 頂裕公司 3 

12 
103072 

103073 
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103/06/13 $250,000- 群鈺科學 2 

13 103052 NAS 伺服器 103/06/17 $99,900- 百珈國際 3 

14 103088 NAS 主機 103/06/19 $288,000- 交通電腦 2 

15 103122 網路交換器 103/06/24 $132,000- 百珈國際 2 

16 103042 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103/06/25 $257,000- 雲創科技 2 

17 103115 AED 教學機 103/06/27 $124,800- 立偉電子 2 

18 103112 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103/07/03 $95,000- 聯興儀器 3 

19 103142 24 埠網路交換器 103/07/08 $382,500- 百珈國際 2 

20 103094 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103/07/22 $110,000- 台灣光學 3 

21 103143 廣播教學設備 103/07/23 $149,000- 百珈國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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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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3093 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103/08/06 $2,899,800- 裕達貿易 2 

23 103100 快速帳篷 103/08/12 $84,940- 佳新帆布 2 

24 103157 視聽資料 103/08/21 $550,000- 百禾文化 1 

25 103109 運動健身設備 103/08/27 $182,000- 強生運動 4 

26 103007 門禁管制系統 103/09/02 $500,000- 交通電腦 2 

27 103154 中文圖書 103/09/10 $392,326- 圖龍文化 3 

28 103178 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 103/10/14 $194,200- 永達儀器 1 

29 103167 鏡片驗度儀 103/10/15 $640,000- 裕達貿易 2 

30 103169 瞳孔測量儀 103/10/15 $250,000- 裕達貿易 2 

31 103166 靜脈輸液幫浦 103/10/22 $152,000- 群鈺科學 2 

32 103189 桌上型上退感應機 103/10/30 $168,000- 普傑實業 1 

33 103185 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103/11/07 $280,000- 凌網科技 2 

34 
103022 

103023 
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103/11/14 $150,000- 汎錡公司 4 

35 103179 攜帶型聚光燈組 103/11/14 $136,000- 正成貿易 3 

36 103197 視聽資料 103/11/21 $355,000- 輝洪開發 1 

37 103198 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103/11/28 $459,490- 三民書局 2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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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4/28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UPS 

[標案案號]10300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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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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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02 17：00 

[開標時間]103/05/0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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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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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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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UPS 

[標案案號]10300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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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08 17：00 

[開標時間]103/05/0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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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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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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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UPS 

[標案案號]10300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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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5 17：00 

[開標時間]103/05/1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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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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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0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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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06  

[標案名稱]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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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16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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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0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16 

[決標公告日期]103/05/19 

[契約編號]10300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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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00,500 元 

[總決標金額]100,02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291046 

[得標廠商名稱]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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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47160  

[決標金額]100,0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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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5/19－103/06/2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UPS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6 

[決標金額]100,020 

[底價金額]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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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00,02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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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4/2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POS 收銀機設備 

[標案案號]10303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80,8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80,8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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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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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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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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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05 17：00 

[開標時間]103/05/0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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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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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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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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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POS 收銀機設備 

[標案案號]103031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80,8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80,8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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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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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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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7：00 

[開標時間]103/05/2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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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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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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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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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31  

[標案名稱]POS 收銀機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0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5/1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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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80,8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20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1 

[契約編號]103031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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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8,000 元 

[總決標金額]25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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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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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80890 

[得標廠商名稱]微創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北市中和區 連城路 268 號 4 樓之 1和 4樓之 2  

[得標廠商電話]02- 82273177  

[決標金額]25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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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5/21－103/07/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POS 收銀機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微創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56,800 

[底價金額]2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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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56,8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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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標案案號]103004-10300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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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1,6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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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09 17：00 

[開標時間]103/05/1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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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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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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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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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標案案號]103004-10300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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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1,6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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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0 17：00 

[開標時間]103/05/2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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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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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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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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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標案案號]103004-10300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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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1,66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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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7：00 

[開標時間]103/05/2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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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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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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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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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04-103005  

[標案名稱]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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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9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5/2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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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61,66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29 

[決標公告日期]103/05/30 

[契約編號]103004-1030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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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6,000 元 

[總決標金額]244,89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41678618 

[得標廠商名稱]東進鋼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北市中山區 建國北路 2段 87 號 9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33443  

[決標金額]244,8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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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5/30－103/07/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安全樓梯護欄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東進鋼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44,890 

[底價金額]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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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44,89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5806412 

[未得標廠商名稱]震德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52,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 29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緊急按扣 

[標案案號]10300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62,93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62,93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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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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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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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09 17：00 

[開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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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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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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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9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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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緊急按扣 

[標案案號]10300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62,93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62,93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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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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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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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0 17：00 

[開標時間]103/05/2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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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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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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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9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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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03  

[標案名稱]緊急按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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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1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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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562,93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21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2 

[契約編號]10300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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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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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90508 

[得標廠商名稱]優必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4 新北市永和區 保順路 37 巷 14 號 5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256501  

[決標金額]5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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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5/22－103/07/0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緊急按扣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優必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520,000 

[底價金額]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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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52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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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標案案號]10304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2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2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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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7：00 

[開標時間]103/05/13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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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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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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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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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標案案號]10304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2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2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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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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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7：00 

[開標時間]103/05/20 16：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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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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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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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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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49  

[標案名稱]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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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5/20 16：00 

[原公告日期]103/05/1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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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2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5/20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1 

[契約編號]10304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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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1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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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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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5650 

[得標廠商名稱]佳格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 民生東路 5段 206 號 8 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7625908  

[決標金額]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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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5/21－103/07/0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身體評估檢眼鏡及耳鏡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佳格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10,000 

[底價金額]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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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1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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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標案案號]10302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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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7：00 

[開標時間]103/05/2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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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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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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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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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標案案號]10302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6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6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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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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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3 17：00 

[開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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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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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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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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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5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24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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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04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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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6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05 

[契約編號]1030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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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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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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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3222 

[得標廠商名稱]驊晟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 承德路 3段 41 號 1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963803  

[決標金額]2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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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05－103/07/1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身體組成分析儀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驊晟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40,000 

[底價金額]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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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4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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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簡易滅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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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75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79,575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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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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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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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7：00 

[開標時間]103/05/2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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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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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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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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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簡易滅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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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75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79,575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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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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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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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0 17：00 

[開標時間]103/06/1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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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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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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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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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02  

[標案名稱]簡易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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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1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0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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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79,57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1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2 

[契約編號]1031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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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33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2 

[得標廠商代碼]12689405 

[得標廠商名稱]傑臣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8 臺北市萬華區 漢口街 2段 54 號 4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3701163  

[決標金額]33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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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2－103/07/2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簡易滅火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傑臣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38,000 

[底價金額]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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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3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505628 

[未得標廠商名稱]平安消防工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51,75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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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烤箱及製冰設備 

[標案案號]10303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4 烤箱, 熔爐燃燒器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1,5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1,5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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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7：00 

[開標時間]103/05/2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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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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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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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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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烤箱及製冰設備 

[標案案號]10303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4 烤箱, 熔爐燃燒器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1,5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1,5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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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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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7：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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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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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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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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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烤箱及製冰設備 

[標案案號]10303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4 烤箱, 熔爐燃燒器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1,5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1,5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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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0 17：00 

[開標時間]103/06/1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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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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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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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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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39  

[標案名稱]烤箱及製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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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4 烤箱, 熔爐燃燒器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1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0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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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61,5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1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2 

[契約編號]10303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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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2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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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9373 

[得標廠商名稱]頂裕不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2 新北市新莊區 幸福路 823 號 9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067308  

[決標金額]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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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2－103/07/2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烤箱及製冰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頂裕不銹鋼工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20,000 

[底價金額]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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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42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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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單字學習系統 

[標案案號]1030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 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57,79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57,79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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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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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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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7：00 

[開標時間]103/05/27 16：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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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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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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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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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單字學習系統 

[標案案號]1030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 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57,79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57,79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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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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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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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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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5 17：00 

[開標時間]103/06/0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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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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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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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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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單字學習系統 

[標案案號]1030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4 資料庫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57,791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57,791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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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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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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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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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5 17：00 

[開標時間]103/06/0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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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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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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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7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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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67  

[標案名稱]單字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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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4 資料庫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06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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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57,791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06 

[決標公告日期]103/06/09 

[契約編號]10306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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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38,000 元 

[總決標金額]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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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51997 

[得標廠商名稱]驊鉅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34 桃園縣八德市 介壽路 2段 788 號 8 樓  

[得標廠商電話]03- 3657258  

[決標金額]33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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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07－103/07/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單字學習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驊鉅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38,000 

[底價金額]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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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38,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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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標案案號]103072-10307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1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1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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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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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7 17：00 

[開標時間]103/05/2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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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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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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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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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標案案號]103072-10307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1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1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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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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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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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2 17：00 

[開標時間]103/06/13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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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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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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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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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6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72-103073  

[標案名稱]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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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3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09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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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1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3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6 

[契約編號]103072-10307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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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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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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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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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6－103/07/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沖洗練習模型及體驗服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50,000 

[底價金額]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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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5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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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NAS 伺服器 

[標案案號]10305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4,752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4,752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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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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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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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7 17：00 

[開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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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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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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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52 元 



 - 77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NAS 伺服器 

[標案案號]10305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4,752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4,752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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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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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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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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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5 17：00 

[開標時間]103/06/06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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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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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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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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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NAS 伺服器 

[標案案號]10305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04,752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4,752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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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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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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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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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13：3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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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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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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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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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52  

[標案名稱]NAS 伺服器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7 13：30 

[原公告日期]103/06/12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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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04,752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7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8 

[契約編號]10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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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0 元 

[總決標金額]99,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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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 文德街 16 號 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99,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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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8－103/07/3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NAS 伺服器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99,990 

[底價金額]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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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99,99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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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運動健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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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7 17：00 

[開標時間]103/05/28 16：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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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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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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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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運動健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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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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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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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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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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運動健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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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7：00 

[開標時間]103/06/25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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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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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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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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運動健身設備 

[標案案號]10310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9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9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8/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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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6 17：00 

[開標時間]103/08/2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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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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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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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3/08/28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09  

[標案名稱]運動健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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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零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8/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8/19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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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9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8/27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8 

[契約編號]10310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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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84,000 元 

[總決標金額]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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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4640 

[得標廠商名稱]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6 桃園縣楊梅市 三湖里楊湖路三段 442 巷 237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75077  

[決標金額]18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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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8/28－103/09/2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運動健身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強生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82,000 

[底價金額]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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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82,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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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更正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標案案號]103074-10307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818,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818,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原公告日]103/05/23 

[更正公告日]103/05/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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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7: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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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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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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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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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標案案號]103074-10307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818,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818,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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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7:00 

[開標時間]103/06/1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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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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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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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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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74-103075  

[標案名稱]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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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0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04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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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81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0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1 

[契約編號]103074-10307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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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740,000 元 

[總決標金額]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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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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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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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1－103/07/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假病人模型及診療床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740,000 

[底價金額]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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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74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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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階無線基地台 

[標案案號]10309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16,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16,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5/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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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7：00 

[開標時間]103/05/29 09：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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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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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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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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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階無線基地台 

[標案案號]10309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16,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16,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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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 -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7：00 

[開標時間]103/06/10 13：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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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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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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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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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99  

[標案名稱]中階無線基地台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0 13：00 

[原公告日期]103/06/0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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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1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0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1 

[契約編號]10309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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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1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09,6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 文德街 16 號 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409,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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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11－103/07/2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中階無線基地台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09,600 

[底價金額]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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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409,6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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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快速帳篷 

[標案案號]10310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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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3,97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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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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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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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3 17：00 

[開標時間]103/06/0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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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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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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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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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快速帳篷 

[標案案號]103100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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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3,97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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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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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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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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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1 17：00 

[開標時間]103/08/12 11：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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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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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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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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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8/1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00  

[標案名稱]快速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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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8/12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8/0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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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03,97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8/12 

[決標公告日期]103/08/13 

[契約編號]103100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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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8,000 元 

[總決標金額]8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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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58507 

[得標廠商名稱]佳新帆布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13 臺中市霧峰區 本鄉里草湖路 135 巷 18 號 1 樓  

[得標廠商電話]04- 24924643  

[決標金額]84,9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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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8/13－103/09/2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快速帳篷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佳新帆布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84,940 

[底價金額]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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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84,94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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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NAS 主機 

[標案案號]10308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91,83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91,83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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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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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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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7：00 

[開標時間]103/06/1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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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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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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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38 元 



 - 113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NAS 主機 

[標案案號]10308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91,838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91,838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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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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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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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7：00 

[開標時間]103/06/1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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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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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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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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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88  

[標案名稱]NAS 主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19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1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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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91,83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19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0 

[契約編號]10308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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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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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標廠商代碼]12291046 

[得標廠商名稱]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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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47160  

[決標金額]2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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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20－103/08/0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NAS 主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88,000 

[底價金額]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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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88,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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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312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4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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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1 17：00 

[開標時間]103/06/12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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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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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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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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 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312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4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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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3 17：00 

[開標時間]103/06/2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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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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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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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3/06/25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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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24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2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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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4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4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5 

[契約編號]10312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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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2,000 元 

[總決標金額]132,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 文德街 16 號 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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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25－103/08/06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 網路交換器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32,000 

[底價金額]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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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32,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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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標案案號]10311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6 遊樂場迴轉臺、鞦韆臺、射擊場及其他遊樂場之娛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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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0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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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1 17：00 

[開標時間]103/06/12 13：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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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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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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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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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標案案號]10311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6 遊樂場迴轉臺、鞦韆臺、射擊場及其他遊樂場之娛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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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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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3 17：00 

[開標時間]103/06/2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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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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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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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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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標案案號]10311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86 遊樂場迴轉臺、鞦韆臺、射擊場及其他遊樂場之娛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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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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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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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2 17：00 

[開標時間]103/07/03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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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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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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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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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4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12  

[標案名稱]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86 遊樂場迴轉臺、鞦韆臺、射擊場及其他遊樂場之娛樂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7/03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6/3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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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03 

[決標公告日期]103/07/04 

[契約編號]10311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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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95,500 元 

[總決標金額]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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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9628 

[得標廠商名稱]聯興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新北市新店區 民權路 42 巷 59 弄 2號 4樓及 4號 4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9186363  

[決標金額]9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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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7/04－103/09/1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感覺統合器材設備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聯興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95,000 

[底價金額]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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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95,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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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10304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8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8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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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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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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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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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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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標案案號]10304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8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8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0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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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4 17：00 

[開標時間]103/06/2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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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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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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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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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6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42  

[標案名稱]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2 計算機及其零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2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2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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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6 

[契約編號]10304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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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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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8274 

[得標廠商名稱]雲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0 桃園縣中壢市 中興里榮安十二街 6號 7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3- 4550257  

[決標金額]25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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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26－103/08/0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學習方案創意設計管理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雲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2 

[決標金額]257,000 

[底價金額]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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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57,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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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教學機 

[標案案號]10311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6,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6,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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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7 17：00 

[開標時間]103/06/1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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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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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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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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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AED 教學機 

[標案案號]10311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6,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6,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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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6 17：00 

[開標時間]103/06/2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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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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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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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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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3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15  

[標案名稱]AED 教學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6/27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24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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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5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6/27 

[決標公告日期]103/06/30 

[契約編號]10311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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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24,800 元 

[總決標金額]124,8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583620 

[得標廠商名稱]立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 鄭州路 139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5537885  

[決標金額]12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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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6/30－103/08/1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AED 教學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立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24,800 

[底價金額]1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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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24,8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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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標案案號]10309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20,59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20,59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1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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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7：00 

[開標時間]103/06/19 13：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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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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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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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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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標案案號]10309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20,59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20,59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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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請自 www.knjc.edu.tw 下載資料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6 17：00 

[開標時間]103/06/2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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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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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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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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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標案案號]10309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20,59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20,59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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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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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1 17：00 

[開標時間]103/07/2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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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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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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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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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2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94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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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零件與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7/22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7/1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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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20,59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22 

[決標公告日期]103/07/23 

[契約編號]10309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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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1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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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39481 

[得標廠商名稱]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 南京東路 5段 222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694122  

[決標金額]11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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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7/23－103/09/0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光科鏡片研磨實驗室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11,000 

[底價金額]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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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11,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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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27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24 埠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314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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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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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1 17：00 

[開標時間]103/07/0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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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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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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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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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24 埠網路交換器 

[標案案號]103142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0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0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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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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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7 17：00 

[開標時間]103/07/07 17：3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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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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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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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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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9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42  

[標案名稱]24 埠網路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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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7/07 17：30 

[原公告日期]103/07/0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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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0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08 

[決標公告日期]103/07/09 

[契約編號]10314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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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85,000 元 

[總決標金額]3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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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3501  

[決標金額]38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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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7/09－103/08/2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24 埠網路交換器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82,500 

[底價金額]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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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82,5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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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0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廣播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10314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4,69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4,69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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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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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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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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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07 17：00 

[開標時間]103/07/0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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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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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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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90 元 



 - 159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廣播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10314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4,69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4,69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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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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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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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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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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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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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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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2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43  

[標案名稱]廣播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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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7/23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7/16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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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54,69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7/24 

[決標公告日期]103/07/25 

[契約編號]103143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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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49,500 元 

[總決標金額]149,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5043195 

[得標廠商名稱]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8 新北市樹林區 文德街 16 號 3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23501  

[決標金額]14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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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7/25－103/09/0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廣播教學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珈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49,000 

[底價金額]1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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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49,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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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1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標案案號]10309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3,93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93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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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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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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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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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7/23 17：00 

[開標時間]103/07/2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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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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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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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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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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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標案案號]10309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預算金額]3,93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93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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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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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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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行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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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05 17：00 

[開標時間]103/08/0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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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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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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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申訴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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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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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8/07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93  

[標案名稱]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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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8/06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7/25 

[採購金額級距]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否 

[是否適用臺紐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否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地點(含地區)]臺北市－全區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辦理方式]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93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8/06 

[決標公告日期]10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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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編號]10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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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8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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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03502702 

[得標廠商名稱]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北市三重區 重新路 5段 609 巷 8 號 3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9991519  

[決標金額]2,899,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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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8/07－103/09/1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光科鏡片研磨設備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899,800 

[底價金額]3,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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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899,8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30839481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3,42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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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7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315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2,162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2,162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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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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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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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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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7：00 

[開標時間]103/08/1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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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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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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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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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9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315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2,162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2,162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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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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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9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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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5 17：00 

[開標時間]103/08/26 11：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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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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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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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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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3154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60,093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60,093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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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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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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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9 17：00 

[開標時間]103/09/10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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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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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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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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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9/1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54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9/10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9/04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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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60,093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9/10 

[決標公告日期]103/09/11 

[契約編號]10315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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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23,000 元 

[總決標金額]422,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23669150 

[得標廠商名稱]圖龍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文清街三二號五樓  

[得標廠商電話]07- 8150201  

[決標金額]42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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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9/11－103/11/10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中文圖書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圖龍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22,000 

[底價金額]4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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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422,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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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甲醛檢測儀及溫溼度看板 

[標案案號]103022-10302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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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1,2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1,2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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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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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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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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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9 17：00 

[開標時間]103/08/2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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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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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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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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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6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甲醛檢測儀及溫溼度看板 

[標案案號]103022-10302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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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1,2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1,2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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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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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6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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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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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1 17：00 

[開標時間]103/09/02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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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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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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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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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1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標案案號]103022-10302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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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0,7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0,7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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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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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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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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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0 17：00 

[開標時間]103/10/2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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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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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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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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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1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標案案號]103022-103023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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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50,75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50,75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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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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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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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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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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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13 17：00 

[開標時間]103/11/14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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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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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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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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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1/17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22-103023  

[標案名稱]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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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程序控制設備; 上述各項之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1/14 14：00 

[原公告日期]103/11/1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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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50,7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1/14 

[決標公告日期]103/11/17 

[契約編號]103022-103023 

[是否刊登公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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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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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57636 

[得標廠商名稱]汎錡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北市松山區 敦化北路 170 號 3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1752369  

[決標金額]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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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1/15－103/12/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手持式偵測器及溫溼度看板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汎錡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50,000 

[底價金額]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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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5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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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標案案號]10315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89,535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89,535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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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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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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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0 17：00 

[開標時間]103/08/2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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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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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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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5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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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8/22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57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8/21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8/1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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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589,53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8/21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2 

[契約編號]10315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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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5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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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40698 

[得標廠商名稱]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 基隆路 1段 396 號 7 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201755  

[決標金額]5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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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8/22－103/10/03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聽資料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550,000 

[底價金額]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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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5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735023 

[未得標廠商名稱]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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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197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588,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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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18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門禁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10300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24,80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24,80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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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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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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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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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25 17：00 

[開標時間]103/08/26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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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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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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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8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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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28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門禁管制系統 

[標案案號]10300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24,806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24,806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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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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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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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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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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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1 17：00 

[開標時間]103/09/02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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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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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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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8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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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9/0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007  

[標案名稱]門禁管制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09/02 15：00 

[原公告日期]103/08/28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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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524,80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09/02 

[決標公告日期]103/09/03 

[契約編號]10300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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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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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2291046 

[得標廠商名稱]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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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電話]02- 25047160  

[決標金額]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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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09/03－103/10/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門禁管制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交通電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500,000 

[底價金額]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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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50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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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鏡片驗度儀 

[標案案號]1031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3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73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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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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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7：00 

[開標時間]103/10/0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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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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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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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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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8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鏡片驗度儀 

[標案案號]10316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735,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735,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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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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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4 17：00 

[開標時間]103/10/15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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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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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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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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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16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67  

[標案名稱]鏡片驗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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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0/1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10/08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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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735,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0/15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6 

[契約編號]10316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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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650,000 元 

[總決標金額]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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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2702 

[得標廠商名稱]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北市三重區 重新路 5段 609 巷 8 號 3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9991519  

[決標金額]6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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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0/16－103/11/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鏡片驗度儀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640,000 

[底價金額]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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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64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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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3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瞳孔測量儀 

[標案案號]10316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98,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98,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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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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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7：00 

[開標時間]103/10/0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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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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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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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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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8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瞳孔測量儀 

[標案案號]10316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98,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98,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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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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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4 17：00 

[開標時間]103/10/15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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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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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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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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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16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69  

[標案名稱]瞳孔測量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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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0/15 15：00 

[原公告日期]103/10/08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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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98,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0/15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6 

[契約編號]10316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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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54,000 元 

[總決標金額]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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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2702 

[得標廠商名稱]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北市三重區 重新路 5段 609 巷 8 號 3樓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9991519  

[決標金額]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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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0/16－103/11/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瞳孔測量儀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裕達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50,000 

[底價金額]2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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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5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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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靜脈輸液幫浦 

[標案案號]10316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7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7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01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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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7 17：00 

[開標時間]103/10/08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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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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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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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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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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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1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靜脈輸液幫浦 

[標案案號]103166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72,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72,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15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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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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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1 17：00 

[開標時間]103/10/22 11：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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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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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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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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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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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23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66  

[標案名稱]靜脈輸液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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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0/22 11：00 

[原公告日期]103/10/1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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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72,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0/22 

[決標公告日期]103/10/23 

[契約編號]103166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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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52,000 元 

[總決標金額]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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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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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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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0/23－103/11/22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靜脈輸液幫浦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52,000 

[底價金額]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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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52,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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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7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 

[標案案號]10317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216,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216,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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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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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至 www.knjc.edu.tw 首頁-招標公告下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13 17：00 

[開標時間]103/10/1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契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類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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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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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21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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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15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78  

[標案名稱]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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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81 醫療,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0/14 15：00 

[原公告日期]103/10/07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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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216,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0/14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5 

[契約編號]10317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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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9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94,2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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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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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0/15－103/11/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半身心肺復甦術安妮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94,200 

[底價金額]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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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94,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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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未得標廠商名稱]立辰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20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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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21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標案案號]10318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2 軟體執行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2,059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02,059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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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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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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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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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7 17：00 

[開標時間]103/10/28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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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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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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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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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0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標案案號]103185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842 軟體執行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勞務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302,059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302,059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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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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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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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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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06 17：00 

[開標時間]103/11/07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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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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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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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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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1/10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85  

[標案名稱]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勞務類 842 軟體執行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1/07 15：00 

[原公告日期]103/11/0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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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302,059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1/07 

[決標公告日期]103/11/10 

[契約編號]10318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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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2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280,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1 

[得標廠商代碼]16541333 

[得標廠商名稱]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2 新竹縣竹北市 台元一街 8號 5樓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 23956966  

[決標金額]2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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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1/08－103/12/07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遠端連線認證系統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280,000 

[底價金額]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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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280,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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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22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攜帶型聚光燈組 

[標案案號]10317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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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4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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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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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8 17：00 

[開標時間]103/10/29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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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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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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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7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0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攜帶型聚光燈組 

[標案案號]10317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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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4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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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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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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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06 17：00 

[開標時間]103/11/07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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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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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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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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10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攜帶型聚光燈組 

[標案案號]10317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3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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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4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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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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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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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13 17：00 

[開標時間]103/11/14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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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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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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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103/11/17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79  

[標案名稱]攜帶型聚光燈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3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複數決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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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1/14 15：00 

[原公告日期]103/11/10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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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4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1/14 

[決標公告日期]103/11/17 

[契約編號]10317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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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37,000 元 

[總決標金額]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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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8207 

[得標廠商名稱]正成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41 新北市三重區 中興里光復路 1段 88 號 8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85111311  

[決標金額]1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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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1/15－103/12/14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攜帶型聚光燈組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正成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36,000 

[底價金額]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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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36,00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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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23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桌上型上退感應機 

[標案案號]103189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180,00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180,00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金]是 

[押標金額度]標價 5%計算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理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條 

[公告日]103/10/23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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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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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29 17：00 

[開標時間]103/10/30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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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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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預算金額 100 萬以上應出具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

聲明書及招標投標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補助機關 1代碼]3.9 

[補助機關 1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補助金額]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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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3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89  

[標案名稱]桌上型上退感應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是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零件及附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0/30 14：00 

[原公告日期]103/10/23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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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180,0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0/30 

[決標公告日期]103/10/31 

[契約編號]103189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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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175,000 元 

[總決標金額]168,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22020803 

[得標廠商名稱]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1 新北市新店區 寶橋路 235 巷 131 號 8 樓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2- 89191510  

[決標金額]16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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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0/31－103/12/15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桌上型上退感應機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168,000 

[底價金額]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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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16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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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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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3056 

[未得標廠商名稱]日幸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171,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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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1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標案案號]103197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417,910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417,910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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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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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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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20 17：00 

[開標時間]103/11/21 14：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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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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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最近一期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

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

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

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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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910 元 



 - 239 -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1/24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97  

[標案名稱]視聽資料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1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47 收音機、電視, 通訊器材及儀器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1/21 14：00 

[原公告日期]103/11/14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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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417,91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1/21 

[決標公告日期]103/11/24 

[契約編號]103197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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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355,000 元 

[總決標金額]355,000 元 

[總決標金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契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數調整價金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數]3 

[得標廠商代碼]86735023 

[得標廠商名稱]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 東豐街 7號 8樓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23594  

[決標金額]35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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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1/22－103/12/21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視聽資料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355,000 

[底價金額]3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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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35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6197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忻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15,7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7544483 

[未得標廠商名稱]嘉勳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金額]406,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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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14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319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1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02,123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02,123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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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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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4 

[是否複數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理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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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20 17：00 

[開標時間]103/11/21 15：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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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立或營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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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最近一期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

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

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

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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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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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1/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103198 

[機關代碼]3.10.94.25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電子郵件信箱]keven@knjc.edu.tw 

[招標狀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取得 

[傳輸次數]02 

[標的分類代碼及名稱]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金額級距]未達公告金額 

[預算金額]502,123 元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計金額]502,123 元 

[預計金額是否公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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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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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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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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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第 1款辦理]否 

[辦理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領標]否 

[招標文件領取地點]請自 www.knjc.edu.tw 招標公告下載資料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0 元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1/27 17：00 

[開標時間]103/11/28 10：00 

[開標地點]總務處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產品或勞務]否 

[履約地點]臺北市(非原住民地區) 

[履約期限]決標日起 30 日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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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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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二、

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款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

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

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三、

最近一期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

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戶名需為廠商名稱）、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

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四、本校規格書(招標規範) 、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投標

及相關文件請加蓋廠商簽章及負責人簽章以資確認。 

[是否訂有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異議受理單位]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檢舉受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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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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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2/01 

[機關代碼]3.10.94.25 

[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114 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 75 巷 137 號 

[聯絡人]謝宗遠 

[聯絡電話]02-26321181 分機 522 

[傳真號碼]02-26341938 

[標案案號]103198  

[標案名稱]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辦理]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數]02 

[是否屬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聯合採購(不適用共同供應契約規定)]否 

[是否複數決標]否 

[標的分類]財物類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3/11/28 10：00 

[原公告日期]103/11/25 

[採購金額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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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預算金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金額]502,123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3/11/28 

[決標公告日期]103/12/01 

[契約編號]103198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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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金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金額]460,000 元 

[總決標金額]45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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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49876 

[得標廠商名稱]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北市中正區 重慶南路 1段 59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3617511  分機 138 

[決標金額]459,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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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履約起迄日期]103/11/29－103/12/28 

[決標品項數]1 

[品項名稱：1]非專業類中文圖書  

[是否以單價及預估需求數量之乘積決定最低標] 否  

[得標廠商：1]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數量]1 

[決標金額]459,490 

[底價金額]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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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金額 1]459,490 元 

[履約執行機關代碼]3.10.94.25 

[履約執行機關名稱]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附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