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案號
1

hsc10204101

2

hsc10204102

3

hsc10204103

4

hsc10204104

5

hsc10204106

6

hsc10204107

7

hsc10204108

案名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電腦資
訊相關教學設備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護理相
關教學設備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
關教學設備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視光相
關教學設備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風力發
電系統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音響相
關教學設備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美容相
關教學設備

決標日

招標方式

102 年 6 月 6 日

公開招標

102 年 5 月 23 日

公開招標

102 年 7 月 11 日

公開招標

102 年 7 月 2 日

公開招標

102 年 6 月 4 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畫書

102 年 7 月 9 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畫書

102 年 5 月 9 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畫書

列印時間：102/05/17 15:58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電腦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1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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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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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6,079,385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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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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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05 17:00
[開標時間]102/06/06 10:00
[開標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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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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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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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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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4.共同供應契約電腦資訊類立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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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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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9,385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列印時間： 102/6/6 11:54:20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7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1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電腦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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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06 10:00
[原公告日期]102/05/2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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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9,38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06
[決標公告日期]102/06/07
[契約編號]hsc102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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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240 元
[總決標金額]5,5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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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02666
[得標廠商名稱]三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 中埔里同德 2 街 160 之 6 號７樓
[得標廠商電話]03- 3250937
[決標金額]5,532,24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6/10－102/08/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電腦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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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5,532,240
[底價金額]5,532,240
[未得標廠商代碼]12890268
[未得標廠商名稱]振元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990,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96866516
[未得標廠商名稱]懋盛網路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5/07 13:30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5/09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2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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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8,266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5/09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22 17:00
[開標時間]102/05/23 09:00
[開標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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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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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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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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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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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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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8,266 元

列印時間： 102/5/24 8:41:1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27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2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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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23 09: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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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8,266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23
[決標公告日期]102/05/27
[契約編號]hsc10204102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4,518,390 元
[總決標金額]4,3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4
[得標廠商代碼]53743261
[得標廠商名稱]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 5 段 239 號 4 樓之 6
[得標廠商電話]02- 27423195
[決標金額]4,3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5/28－102/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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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辰國際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350,000
[底價金額]4,518,39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850705
[未得標廠商名稱]信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12503055
[未得標廠商名稱]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110,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04239624
[未得標廠商名稱]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9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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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6/03 08: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4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3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2,785,40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1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24 17:00
[開標時間]102/06/25 10:00
[開標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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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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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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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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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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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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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5,408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無法決標
列印時間： 102/6/27 9:55:5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28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3
[標案名稱]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4 運動商品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28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7/02 11:4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7/05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3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電子郵件信箱]mathway@h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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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2,785,408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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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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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7/10 17:00
[開標時間]102/07/11 10:00
[開標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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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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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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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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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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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2,785,408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列印時間： 102/7/11 11:10:2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7/12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3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84 運動商品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7/11 10:00
[原公告日期]102/07/05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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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5,408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7/11
[決標公告日期]102/07/12
[契約編號]hsc102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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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700 元
[總決標金額]2,534,700 元
[總決標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決標]否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否
[投標廠商家數]1
[得標廠商代碼]12881747
[得標廠商名稱]洳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 吳仔厝 58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8935187
[決標金額]2,534,7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7/17－102/09/18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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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洳鼎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534,700
[底價金額]2,534,7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6/03 08:2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4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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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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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339,127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 條、第 1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0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7 17:00
[開標時間]102/06/18 10:00
[開標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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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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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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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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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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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申訴受理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真：02-87897514）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1,339,127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無法決標
列印時間： 102/6/18 9:16:50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9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4
[標案名稱]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 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採購級距]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19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開標家數)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5/17 15:2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2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風力發電系統
[標案案號]hsc10204106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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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電力, 瓦斯, 蒸氣及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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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65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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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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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03 17:00
[開標時間]102/06/04 09: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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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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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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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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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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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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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650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06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6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風力發電系統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17 電力, 瓦斯, 蒸氣及熱水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6/04 09:00
[原公告日期]102/05/27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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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6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6/04
[決標公告日期]102/06/06
[契約編號]hsc102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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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890 元
[總決標金額]7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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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4433
[得標廠商名稱]東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37 桃園縣大園鄉 橫峰村大智路 41 巷 8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3- 4533396
[決標金額]719,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6/10－102/08/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風力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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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719,000
[底價金額]771,890
[未得標廠商代碼]70788641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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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6/03 08:21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06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音響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7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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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06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0 17:00
[開標時間]102/06/11 1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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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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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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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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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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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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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無法決標
列印時間： 102/6/11 13:48:3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6/13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7
[標案名稱]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音響相關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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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102/06/13
[無法決標的理由]廢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2/06/13 09:0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音響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7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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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9 17:00
[開標時間]102/06/20 1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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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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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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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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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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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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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列印時間：102/06/13 09:0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6/1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音響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7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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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6/1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 條或 105 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 條或第 4 條之 1]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辦理方式]補助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6/19 17:00
[開標時間]102/06/20 1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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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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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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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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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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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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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900 元
註： ◎以上招標公告內容如與招標文件不一致者，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向招標機關反映。

列印時間：102/05/02 10:1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2/05/03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美容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204108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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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7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投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法人團體辦理適用採購法案件之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 條
[公告日]10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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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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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1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5 元
[機關文件費指定收款機關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2/05/08 17:00
[開標時間]102/05/09 10:00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或英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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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簽約後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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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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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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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文件
2.廠商納稅証明：當期或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證明書影本各一份。
3.廠商營業項目必須與投標標的相符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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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檢舉受理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部會署-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電話：02-23705840、
傳真：02-2389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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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70 元

列印時間： 102/5/13 9:50:11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2/05/14
[機關代碼]3.10.94.31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單位名稱]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劉奕樟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10204108
[標案名稱]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美容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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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開標時間]102/05/09 10:0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桃園縣－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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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7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屬統包]否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2/05/09
[決標公告日期]102/05/14
[契約編號]hsc102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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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700 元
[總決標金額]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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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4015
[得標廠商名稱]卡登化粧品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南京西路 30 號 10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77339988
[決標金額]495,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2/05/17－102/06/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_美容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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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粧品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95,000
[底價金額]498,7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