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案號 案名 決標日 招標方式

1 hsc10306601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資訊相關教學設

備
 103年6月17日 公開招標

2 hsc10306602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護理相關教學設

備
 103年6月12日 公開招標

3 hsc10306603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視光相關教學設

備
 103年7月16日 公開招標

4 hsc10306605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圖書館門禁管理

系統
 103年7月2日 公開招標

5 hsc10306606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音響相關教學設

備
 103年7月29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

6 hsc10306607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樂器教學設備  103年7月15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

7 hsc10306624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視聽資料  103年7月17日 公開招標

8 hsc10306625 103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中文圖書  103年7月25日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



列印時間：103/05/08 08:4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09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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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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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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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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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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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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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6 12:00 

[開標時間]103/05/26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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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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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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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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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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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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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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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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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26 13:42: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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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1  

[標案名稱] 

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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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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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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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08: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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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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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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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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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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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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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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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17:00 

[開標時間]10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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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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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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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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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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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

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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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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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9 13:10:42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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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1  

[標案名稱] 

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 <財物類>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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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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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9 13:2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2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資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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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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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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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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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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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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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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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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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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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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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

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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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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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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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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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17 11:57:2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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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1  

[標案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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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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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原公告日期]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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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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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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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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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200 元 

[總決標金額]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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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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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埔里同德二街 160 之 6 號 7 樓  

[得標廠商電話]03- 3250937  

[決標金額]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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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4－103/08/2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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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 

[底價金額]5,56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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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5,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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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08:31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3 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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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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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驗收後 60 日內，後續擴

充採購經額 20%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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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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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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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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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1 17:00 

[開標時間]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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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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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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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該文件視

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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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

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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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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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17 12:13:4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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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2  

[標案名稱]103 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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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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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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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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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2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8 

[契約編號]hsc1030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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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9,900 元 

[總決標金額]3,9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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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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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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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103 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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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6,000 

[底價金額]3,9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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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996,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6606551 

[未得標廠商名稱]康孚福祉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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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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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3 14:27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6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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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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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驗收過後 60 天內，

採購金額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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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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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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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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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 17:00 

[開標時間]10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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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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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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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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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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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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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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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27 13:58:7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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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3  

[標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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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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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 15:29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8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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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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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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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驗收過後 60 天內，

採購金額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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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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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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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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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17:00 

[開標時間]10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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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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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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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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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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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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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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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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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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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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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 17:00 

[開標時間]10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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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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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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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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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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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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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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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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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3  

[標案名稱]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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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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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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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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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 

[決標公告日期]103/07/17 

[契約編號]hsc103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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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300 元 

[總決標金額]3,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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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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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91519  

[決標金額]3,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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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1－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視光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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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達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007,000 

[底價金額]3,0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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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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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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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2:0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06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103 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體育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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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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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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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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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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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6 17:00 

[開標時間]10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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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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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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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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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該文件視

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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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電話：0800286586、



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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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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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17 9:48:9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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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4  

[標案名稱] 

103 年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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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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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 13:0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圖書館門禁管理系統 

[標案案號]hsc1030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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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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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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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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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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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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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 17:00 

[開標時間]1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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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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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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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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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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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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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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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4 15:16:55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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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5  

[標案名稱]圖書館門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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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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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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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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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 

[決標公告日期]103/07/07 

[契約編號]hsc10306605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訂有底價]是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底價金額]1,088,000 元 

[總決標金額]1,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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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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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103/09/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圖書館門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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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88,000 

[底價金額]1,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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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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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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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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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 14:4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8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音響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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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00 元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標金額 5% 

[後續擴充]否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否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 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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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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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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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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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 17:00 

[開標時間]10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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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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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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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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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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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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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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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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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 15:37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樂器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103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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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開取得 

[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3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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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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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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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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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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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4 17:00 

[開標時間]1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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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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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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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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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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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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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15 12:7:56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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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07  

[標案名稱]樂器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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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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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7/1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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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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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決標公告日期]103/07/16 

[契約編號]hsc103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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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500 元 

[總決標金額]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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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75827 

[得標廠商名稱]天韻樂府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26 桃園縣楊梅市 瑞溪里中山北路二段一六九號一樓  

[得標廠商電話]03- 4822885  

[決標金額]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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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1－103/09/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樂器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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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韻樂府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90,000 

[底價金額]3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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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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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 15:3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7/04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 

[標案案號]hsc103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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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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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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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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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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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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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機關文件費]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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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 17:00 

[開標時間]1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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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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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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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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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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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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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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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17 11:29:17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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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24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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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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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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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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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 

[決標公告日期]103/07/18 

[契約編號]hsc103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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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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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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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3－10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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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00 

[底價金額]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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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4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140698 

[未得標廠商名稱]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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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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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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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 14:52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7/18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標案案號]hsc1030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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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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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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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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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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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 

[系統使用費]20 元 

[文件代收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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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3 17:00 

[開標時間]1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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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天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是 

[歸屬計畫類別]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証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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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

證明文件，該文件視為無效。廠商得以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

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登記資料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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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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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調查站（地址：330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 19 號;桃園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3-3328888） 

＊法務部廉政署（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7 樓;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電話：

0800286586、傳真：02-25621156）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 

[補助機關 1 代碼]3.9 

[補助機關 1 名稱]教育部 

[補助機關 1 補助金額]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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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25 11:16:8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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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1030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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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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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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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 17:00 

[原公告日期]103/07/1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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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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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 

[決標公告日期]103/07/28 

[契約編號]hsc1030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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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0 元 

[總決標金額]2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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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72781 

[得標廠商名稱]啟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東成街 142 巷 119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636499  

[決標金額]2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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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31－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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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15,100 

[底價金額]2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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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15,1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6114660 

[未得標廠商名稱]多慶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0,8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4.3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附加說明]圖書送貨總價為參拾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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