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公開招標資料彙整表 

 

編號 採購項目 
發包(採

購)日期 
得標廠商 得標金額 招標方式 

1 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99.09.10 
群鈺科學股份有限

公司 
5,053,000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2 教學用家具設備 99.09.14 
遠東開發室內裝潢

股份有限公司 
686,000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3 

電腦暨周邊相關教學設

備第 1次招標 
99.09.08 高於底價_廢標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電腦暨周邊相關教學設

備第 2次招標 
99.09.21 

三勝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750,000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4 

多功能組合舞台 99.06.04 未滿三家_流標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多功能組合舞台 99.10.07 奧運體育用品社 374,888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上網

招標 

5 
電腦暨周邊相關教學設

備 
99.09.30 

三勝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5,364,572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6 
教學用體育器材相關設

備 
99.09.10 魯迪沃夫有限公司 1,107,542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7 教學用樂器相關設備 99.09.30 明頤股份有限公司 209,600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8 圖書館冷氣設備 99.10.06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

有限公司 
561,200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9 中文圖書 99.10.10 
三民、百禾、景文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2,065,855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10 微軟全校 CA 授權 99.08.27 
松崗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36,800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11 
教學用體育器材相關設

備 
99.09.21 博田營造有限公司 42,200 詢取三家廠商報價 

12 多功能數位講桌 99.10.29 
三勝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420,282 

依臺銀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 

 

 

 



列印時間：100/01/11 15: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8/2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099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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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8,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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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8/27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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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請以現金支付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9 17:00 

[開標時間]09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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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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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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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

得稅等 3.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領去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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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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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8,350 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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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09903504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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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10 10: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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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5,898,35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10 

[決標公告日期]099/09/13 

[契約編號]hsc099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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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560 元 



[總決標金額]5,0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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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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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9/15－099/10/1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護理相關教學設備  

[得標廠商:1]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8 

[決標金額]5,053,000 

[底價金額]5,131,560 

[未得標廠商代碼]23590696 

[未得標廠商名稱]天仲國際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77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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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2711 

[未得標廠商名稱]歐維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847,5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0/01/11 15:5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07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學用傢俱相關設備 

[標案案號]hsc099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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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858,2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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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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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請以現金支付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13 17:00 

[開標時間]09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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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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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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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

得稅等 3.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領去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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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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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25 元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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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09903505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學用傢俱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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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14 10:00 

[採購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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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858,225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14 

[決標公告日期]099/10/04 

[契約編號]hsc099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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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745 元 



[總決標金額]6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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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37845 

[得標廠商名稱]遠東開發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43 號 7 樓之 9 

[得標廠商電話]02-26874181 

[決標金額]686,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9/17－099/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教學用傢俱相關設備  

[得標廠商:1]遠東開發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686,000 

[底價金額]703,745 

[未得標廠商代碼]96882059 

[未得標廠商名稱]優巨家具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3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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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78517 

[未得標廠商名稱]佶俊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38,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0/01/11 15:56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8/25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電腦暨週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0990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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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919,6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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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8/25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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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07 17:00 

[開標時間]09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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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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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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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3.廠商依

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領去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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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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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642 元 

 

 



 

 

 

 

 

 



 

 

 

 

 

 



 
 

 

 

 



列印時間：100/01/11 15:53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14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電腦暨週邊相關教學設備 

[標案案號]hsc09903503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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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1,919,6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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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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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9/20 17:00 

[開標時間]09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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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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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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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3.廠商依

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招標文件領去方式及地點】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請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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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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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642 元 

 

 



列印時間： 100/1/11 15:48:5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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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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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09903503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電腦暨週邊相關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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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類 84 電腦及相關服務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09/21 09:00 

[採購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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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1,919,642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09/21 

[決標公告日期]099/10/04 

[契約編號]hsc0990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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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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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09/24－099/10/24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99 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_電腦暨週邊相關教學設備  

[得標廠商:1]三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1,750,000 

[底價金額]1,750,000 

[附加說明]  

 

 

 

 

 

 

 

 

 

 

 

 

 

 



 
 

 

 

 

 



 
 

 

 

 



 

 

 

 

 



列印時間：100/01/12 11:15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5/26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多功能組合台（舞台） 

[標案案號]hsc09903501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彭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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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477,0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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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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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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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06/03 17:00 

[開標時間]09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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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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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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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3.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

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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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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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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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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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028 元 

 

 

 

 

 



無法決標  
列印時間： 100/1/12 11:21:28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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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彭士榮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09903501  

[標案名稱]  

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多功能組合台（舞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標的分類] <財物類>  

381 傢具 

[採購級距] 未達公告金額  

[無法決標公告序號]001 

[無法決標公告日期]099/06/07 

[無法決標的理由]流標  

[是否沿用本案號及原招標方式續行招標] 是  

[附加說明]投標廠商未達三家  

 

 



列印時間：100/01/11 15:52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099/09/30 

[機關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多功能組合台（舞台） 

[標案案號]hsc09903501 

[機關代碼]3.10.94.31 

[單位名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彭士榮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招標狀態]第二次及以後公開招標 

[傳輸次數]02 

[標的分類代碼及名稱]381 傢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469,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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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09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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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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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方式]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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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099/10/06 17:00 

[開標時間]09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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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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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約簽訂後 30 日完成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含特別預算]否 

[廠商資格摘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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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3.廠商依

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証明：如會員證。  

[附加說明]郵購請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70 元）或親自領取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總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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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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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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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400 元 

 

 

 

 

 

 



列印時間： 100/1/11 15:45:58  

決標公告 

公告日:09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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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關地址]325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聯絡人]彭士榮 

[聯絡電話]03-4117578 分機 410 

[傳真號碼]03-4117600 

[標案案號]hsc09903501  

[標案名稱]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多功能組合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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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傢具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開標時間]099/10/07 10:00 

[採購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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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否  

[預算金額]469,400 元 

[是否受機關補助]是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099/10/07 

[決標公告日期]099/10/14 

[契約編號]hsc099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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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90 元 

[總決標金額]37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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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6225 

[得標廠商名稱]奧運體育用品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22 臺南縣佳里鎮臺南縣佳里鎮忠仁里建中街 3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7216397 

[決標金額]374,888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099/10/11－099/11/11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99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多功能組合台（舞台）  

[得標廠商:1]奧運體育用品社 

[(預估)數量]1 

[決標金額]374,888 

[底價金額]420,09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994935 

[未得標廠商名稱]克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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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5944 

[未得標廠商名稱]洪橋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95,000 元 

[未得標原因]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低(高)標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