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HSC-9524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招標單位名稱] 新生醫專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護理科教學設

備乙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3,2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操作不熟悉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聯絡人(或單位)] 新生醫專總務主任 

[電話] 03-469-3094 

[傳真] 03-469-4534 

[預算金額]新台幣 3,2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3,0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8月 02日 08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8月 02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新生醫專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依合約規定  



[新增日期] 95年 07月 17日 

[更正日期] 95年 07月 1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新生醫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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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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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依招標文件規定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或親自領取(新生醫專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壹佰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7-18 



「教育部 95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購置護理科教學設備乙批開標紀錄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案號] HSC-960003-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HSC-960003-3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度教學儀器設備專案補助經費」護理科教學設備

採購案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是 

[補助金額]1400000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新生醫專總務主任 

[電話]03-4693094 

[預算金額]新台幣 1,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01月 2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590696 

[廠商名稱] 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號 10樓之 3 

[廠商電話] 02-23773915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4951518[未得標廠商名稱 1]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2260579[未得標廠商名稱 2]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月 29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月 9日 

[招標最後更正日期]民國 96年 1月 10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HSC9524-2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招標單位名稱] 新生醫專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幼保科教學設

備乙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2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操作不熟悉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一次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聯絡人(或單位)] 新生醫專總務主任 

[電話] 03-469-3094 

[傳真] 03-469-4534 

[預算金額]新台幣 1,2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1,08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否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8月 03日 08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8月 03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新生醫專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依合約規定  



[新增日期] 95年 07月 17日 

[更正日期] 95年 07月 1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新生醫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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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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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依招標文件規定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或親自領取(新生醫專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壹佰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其他]：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7-18 



「教育部 95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購置幼保科教學設備乙批開標紀錄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案號] HSC-960003-3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HSC-960003-3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度教學儀器設備專案補助經費」護理科教學設備

採購案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是否受中央補助]是 

[補助金額]1400000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新生醫專總務主任 

[電話]03-4693094 

[預算金額]新台幣 1,5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6年 01月 12日 

[決標日期]民國 96年 01月 24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23590696 

[廠商名稱] 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號 10樓之 3 

[廠商電話] 02-23773915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1,450,000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4951518[未得標廠商名稱 1]新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代碼 2]12260579[未得標廠商名稱 2]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6年 1月 29日 

[附加說明]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6年 1月 9日 

[招標最後更正日期]民國 96年 1月 10日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資料 

 

[案號] HSC-9524-1-B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第 01次 

[延伸碼] 0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招標單位名稱] 新生醫專總務處 

[工程計畫編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圖書館西文圖書

乙批 

[標的分類] 文教類工程 

[補充說明]  

[採購金額]新台幣 1,100,000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18條、第 19條 

[是否依據採購法 99條]否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無法提供電子領標原因]操作不熟悉 

[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否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是否公開閱覽] 否 

[聯絡人(或單位)] 新生醫專總務處 

[電話] 03-469-3094 

[傳真] 03-469-4534 

[預算金額]新台幣 1,100,000元 

[預計金額]新台幣 900,000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告]是 

[預計金額是否公告]否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 

[執行現況] 已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95年 08月 25日 08時 30分 

[採行協商措施] 否 

[開標日期] 95年 08月 25日 09時 00分 

[開標地點]新生醫專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桃園縣(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 依合約規定  



[新增日期] 95年 08月 17日 

[更正日期] 95年 08月 17日 

[財物採購性質] 02買受,定製 

[未來增購權利] 無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新生醫專總務處 

[押標金額度] 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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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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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公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廠商資格摘要]：依招標文件規定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或親自領取(新生醫專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其他]：每份新台幣壹佰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是否 GPA：] 否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 否  

 

[英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英文招標公告附加說明] 

 

 

 

[公告日期]2006-08-18 



「教育部 95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購置圖書館西文圖書乙批開標紀錄 

 

中華民國 96年 03月 16日 



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決標公告    

 

[招標機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代碼]10.1.1.43.63.94.17 

[招標機關地址] 桃園縣平鎮市福林里 115號 

[案號] HSC-9524-1-B  

[決標序號]01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招標新增公告傳輸次數] 01 

[契約編號] HSC-9524-1-B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教育部 95年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圖書館西文圖書

乙批 

[是否刊登公報] 是  

[標的分類] 1F0【文教類工程】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聯絡人(或單位)]新生醫專總務處 

[電話]03-469-3094 

[預算金額]新台幣 1,100,000元 

[底價金額]新台幣 760,000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告] 底價公開 

[是否依採購法第 58條規定採次低標或次次低標等決標]否 

[決標方式]非複數決標：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 

[原公告日期] 民國 95年 08月 18日 

[決標日期]民國 95年 08月 25日 

[總決標金額]新台幣 748,888元 

[決標金額是否公告] 決標金額公開 

[得標廠商數]1 

[廠商代碼] 30813829 

[廠商名稱]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91號 4樓 

[廠商電話] (02)23914280 

[僱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否 

[決標金額]新台幣 748,888元 

[是否為中小企業] 是 

[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新台幣 0 元 

[原產地國別或得標廠商國別]1 中華民國 

[未得標廠商代碼 1]80746522[未得標廠商名稱 1]春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登錄日期]民國 95年 8月 25日 

[附加說明] 

 



[招標公告新增日期]民國 95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