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度公開招標紀錄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 日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經絡分析儀 4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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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参萬肆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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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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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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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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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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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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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1  

[標案名稱]經絡分析儀 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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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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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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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經絡分析儀 4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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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参萬肆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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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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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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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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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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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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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1  
[標案名稱]經絡分析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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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69 其他電力設備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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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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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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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OV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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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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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16801766 
[得標廠商名稱]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安宜里北平二街 114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22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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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經絡分析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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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4 
[決標金額]520,000 
[底價金額]6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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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70434129 
[未得標廠商名稱]富揚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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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嬰兒照護模擬訓練組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04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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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壹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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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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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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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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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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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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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3  
[標案名稱]嬰兒照護模擬訓練組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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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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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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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決標公告日期]103/05/14 
[契約編號]103GOV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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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00 元 
[總決標金額]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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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權東路 2 段 26 號 12 樓之 8  
[得標廠商電話]02- 25635636  
[決標金額]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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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103/07/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嬰兒照護模擬訓練組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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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00 
[底價金額]210,5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06,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2260579 
[未得標廠商名稱]朝舜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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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7461 
[未得標廠商名稱]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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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臉部表情分析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GOV04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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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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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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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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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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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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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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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4  
[標案名稱]臉部表情分析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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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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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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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臉部表情分析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GOV04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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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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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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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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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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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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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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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4  
[標案名稱]臉部表情分析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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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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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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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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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780 元 
[總決標金額]24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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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68240 
[得標廠商名稱]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 新興里金馬路 2 段 519 號 1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4- 7364000  
[決標金額]24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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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臉部表情分析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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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42,780 
[底價金額]242,78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42,78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TRX 立式懸吊訓練架加高板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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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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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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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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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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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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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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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5  
[標案名稱]TRX 立式懸吊訓練架加高板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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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運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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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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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TRX 立式懸吊訓練架加高板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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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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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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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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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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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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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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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5  
[標案名稱]TRX 立式懸吊訓練架加高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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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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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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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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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900 元 
[總決標金額]4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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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59311 
[得標廠商名稱]世運體育用品社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22 臺南市佳里區 安西里文化路 30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7- 616309  
[決標金額]4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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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TRX 立式懸吊訓練架加高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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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體育用品社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456,666 
[底價金額]486,9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56,666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4549027 
[未得標廠商名稱]丹綺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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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羽球墊 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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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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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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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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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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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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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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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6  
[標案名稱]羽球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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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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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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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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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決標公告日期]103/05/14 
[契約編號]103GOV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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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00 元 
[總決標金額]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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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7073 
[得標廠商名稱]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32 雲林縣虎尾鎮 新吉里林森路二段四三六巷五三號一樓  
[得標廠商電話]05- 6337160  
[決標金額]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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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103/07/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羽球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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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232,000 
[底價金額]233,8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2,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97222210 
[未得標廠商名稱]昱金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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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6607 
[未得標廠商名稱]高群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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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位講桌(含一般型電腦及螢幕)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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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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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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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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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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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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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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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7  
[標案名稱]數位講桌(含一般型電腦及螢幕)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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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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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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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位講桌(含一般型電腦及螢幕)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4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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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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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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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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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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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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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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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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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7  
[標案名稱]數位講桌(含一般型電腦及螢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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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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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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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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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00 元 
[總決標金額]17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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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47753 
[得標廠商名稱]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 4 段 53 巷 8 弄 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5456992  
[決標金額]17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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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位講桌(含一般型電腦及螢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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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174,900 
[底價金額]176,4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4,9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6341264 
[未得標廠商名稱]藏林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6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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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手持式眼底攝影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4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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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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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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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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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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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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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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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8  
[標案名稱]手持式眼底攝影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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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光學儀器, 攝影設備及其零件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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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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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手持式眼底攝影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4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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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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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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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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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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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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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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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8  
[標案名稱]手持式眼底攝影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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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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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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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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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50 元 
[總決標金額]1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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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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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手持式眼底攝影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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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76,850 
[底價金額]176,8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6,8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腦角膜彩色圖譜測定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4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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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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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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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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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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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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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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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9  
[標案名稱]電腦角膜彩色圖譜測定儀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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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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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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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腦角膜彩色圖譜測定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4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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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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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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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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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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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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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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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49  
[標案名稱]電腦角膜彩色圖譜測定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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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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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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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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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90 元 
[總決標金額]3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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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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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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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腦角膜彩色圖譜測定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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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01,890 
[底價金額]301,89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1,89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66578186 
[未得標廠商名稱]協同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四半門冷凍冷藏冰箱 3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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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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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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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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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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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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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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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0  
[標案名稱]四半門冷凍冷藏冰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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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391 氣體產生器; 蒸餾設備; 冷凍及空調設備; 過濾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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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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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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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3 
[決標公告日期]103/05/14 
[契約編號]103GOV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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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00 元 
[總決標金額]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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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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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103/07/1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四半門冷凍冷藏冰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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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103,500 
[底價金額]108,3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3,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6380230 
[未得標廠商名稱]銘徽冷凍空調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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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9389 
[未得標廠商名稱]連發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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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3254 
[未得標廠商名稱]久盛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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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氣式微電腦溫控鐵板燒台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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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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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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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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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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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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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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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1  
[標案名稱]電氣式微電腦溫控鐵板燒台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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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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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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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氣式微電腦溫控鐵板燒台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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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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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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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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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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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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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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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1  
[標案名稱]電氣式微電腦溫控鐵板燒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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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45 食品, 飲料及菸草處理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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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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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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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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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50 元 
[總決標金額]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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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65353 
[得標廠商名稱]以利亞廚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 1101 巷 6 號 7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7- 3516855  
[決標金額]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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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氣式微電腦溫控鐵板燒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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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廚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75,000 
[底價金額]304,6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7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5049389 
[未得標廠商名稱]連發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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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旅館資訊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05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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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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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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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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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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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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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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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2  
[標案名稱]旅館資訊系統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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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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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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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旅館資訊系統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05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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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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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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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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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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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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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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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2  
[標案名稱]旅館資訊系統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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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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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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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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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90 元 
[總決標金額]28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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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98233 
[得標廠商名稱]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 309 號 8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5176066  
[決標金額]28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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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旅館資訊系統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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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81,690 
[底價金額]281,69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81,69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門市 Pos 機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5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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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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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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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2 15:00 
[開標時間]103/05/13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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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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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時間領標：103/5/2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2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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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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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3  
[標案名稱]門市 Pos 機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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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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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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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門市 Pos 機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5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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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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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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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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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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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時間領標：103/5/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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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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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3  
[標案名稱]門市 Pos 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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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19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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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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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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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00 元 
[總決標金額]12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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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3745 
[得標廠商名稱]瑞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551 南投縣名間鄉 中正村 18 鄰董門巷 15 之 26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7- 210872  
[決標金額]12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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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門市 Pos 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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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128,970 
[底價金額]146,7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8,97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099623 
[未得標廠商名稱]金友勝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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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85386 
[未得標廠商名稱]台灣瑋博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BSL2 無菌操作台 1 座 
[標案案號]103GOV05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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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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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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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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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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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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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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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4  
[標案名稱]BSL2 無菌操作台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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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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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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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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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2 
[契約編號]103GOV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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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00 元 
[總決標金額]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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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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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1－103/07/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BSL2 無菌操作台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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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42,500 
[底價金額]178,5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2,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518113 
[未得標廠商名稱]亮盛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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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5187 
[未得標廠商名稱]堃玄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押標金未繳或不符合規定  
[未得標廠商代碼]53417809 
[未得標廠商名稱]萬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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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分光光度計 2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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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千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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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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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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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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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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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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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6  
[標案名稱]分光光度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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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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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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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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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2 
[契約編號]103GOV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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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0 元 
[總決標金額]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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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標廠商代碼]19716244 
[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富強里中華東路 2 段 96 巷 53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3363891  
[決標金額]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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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1－103/07/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分光光度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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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17,600 
[底價金額]141,1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7,6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976849 
[未得標廠商名稱]矽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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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1163 
[未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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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2346 
[未得標廠商名稱]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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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細胞培養影像教學設備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5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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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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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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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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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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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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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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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7  
[標案名稱]細胞培養影像教學設備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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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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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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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細胞培養影像教學設備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5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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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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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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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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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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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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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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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7  
[標案名稱]細胞培養影像教學設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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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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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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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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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60 元 
[總決標金額]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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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5483 
[得標廠商名稱]天瑞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5 臺北市南港區 忠孝東路 7 段 487 巷 13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606003  
[決標金額]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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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細胞培養影像教學設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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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瑞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70,000 
[底價金額]175,96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0,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兩片式垂直蛋白質電泳槽組 12 式 
[標案案號]103GOV05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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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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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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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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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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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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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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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8  
[標案名稱]兩片式垂直蛋白質電泳槽組 1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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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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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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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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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兩片式垂直蛋白質電泳槽組 12 式 
[標案案號]103GOV05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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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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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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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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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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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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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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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8  
[標案名稱]兩片式垂直蛋白質電泳槽組 1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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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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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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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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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56 元 
[總決標金額]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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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9341 
[得標廠商名稱]新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義德路 24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805277  
[決標金額]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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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兩片式垂直蛋白質電泳槽組 1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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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2 
[決標金額]162,000 
[底價金額]181,956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62,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203742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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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26886 
[未得標廠商名稱]北極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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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7851 
[未得標廠商名稱]捷恩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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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梯度型核酸增幅器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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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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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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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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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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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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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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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9  
[標案名稱]梯度型核酸增幅器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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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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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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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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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梯度型核酸增幅器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5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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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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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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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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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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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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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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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59  
[標案名稱]梯度型核酸增幅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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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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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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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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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80 元 
[總決標金額]1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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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標廠商代碼]53232346 
[得標廠商名稱]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4 高雄市鼓山區 翠華路 497 巷 13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5535195  
[決標金額]1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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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梯度型核酸增幅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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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16,900 
[底價金額]123,98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16,9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4519341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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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95307 
[未得標廠商名稱]吉禾生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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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3742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盟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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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26886 
[未得標廠商名稱]北極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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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7851 
[未得標廠商名稱]捷恩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900 元 
[未得標原因]審標合格但未得標之其他原因 ：標案偏低但未於期限內提供書面說明，依採購

法第 58 條規定處理。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本案投標廠商共計 6 家，5 家廠商規格、資格均符合，1 家廠商規格不符，標價最

低為捷恩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金額為新台幣 9,900 元整，由於標價偏低，主持人宣布

保留本案，限該廠商於 6 月 4 日 17 時前提出標價偏低之書面說明，然該廠商於期限內未提供

書面說明，依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處理，並沒收押標金不予發還。而本案次低標為昭地科技有

限公司，其金額為新台幣 116,900 元整，低於底價，故決標予昭地科技有限公司。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旋光度計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6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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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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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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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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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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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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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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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0  
[標案名稱]旋光度計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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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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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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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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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旋光度計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6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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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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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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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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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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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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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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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0  
[標案名稱]旋光度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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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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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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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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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850 元 
[總決標金額]3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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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03298808 
[得標廠商名稱]恆茂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8 臺北市萬華區 開封街 2 段 48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7164357  
[決標金額]3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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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旋光度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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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茂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37,500 
[底價金額]357,850 
[原產地國別 1]奧地利(Austria)(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37,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311751 
[未得標廠商名稱]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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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62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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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心臟電擊器(低能量雙相位電擊器)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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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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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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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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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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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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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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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1  
[標案名稱]心臟電擊器(低能量雙相位電擊器)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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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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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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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心臟電擊器(低能量雙相位電擊器)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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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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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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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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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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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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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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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1  
[標案名稱]心臟電擊器(低能量雙相位電擊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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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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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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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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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80 元 
[總決標金額]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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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38672 
[得標廠商名稱]瀚聲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崇成里 13 鄰崇德十八街 108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608832  
[決標金額]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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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心臟電擊器(低能量雙相位電擊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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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聲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10,000 
[底價金額]312,58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10,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全身心肺復甦安妮及單機版監測儀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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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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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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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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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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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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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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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2  
[標案名稱]全身心肺復甦安妮及單機版監測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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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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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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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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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2 
[契約編號]103GOV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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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950 元 
[總決標金額]2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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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2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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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1－103/07/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全身心肺復甦安妮及單機版監測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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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250,500 
[底價金額]295,950 
[原產地國別 1]挪威(Norway)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5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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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標價金額]2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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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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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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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成人半身甦醒急救訓練模擬人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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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貳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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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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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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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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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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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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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3  
[標案名稱]成人半身甦醒急救訓練模擬人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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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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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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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成人半身甦醒急救訓練模擬人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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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貳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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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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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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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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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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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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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3  
[標案名稱]成人半身甦醒急救訓練模擬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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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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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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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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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58 元 
[總決標金額]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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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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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成人半身甦醒急救訓練模擬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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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鈺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210,000 
[底價金額]213,858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10,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呼吸音訓練聽診模擬器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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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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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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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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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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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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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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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2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4  
[標案名稱]呼吸音訓練聽診模擬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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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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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0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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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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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2 
[契約編號]103GOV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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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950 元 
[總決標金額]7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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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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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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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1－103/07/2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呼吸音訓練聽診模擬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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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768,000 
[底價金額]839,950 
[原產地國別 1]日本(Jap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76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232562 
[未得標廠商名稱]詒丞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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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胸腔科模擬教學計畫情境模組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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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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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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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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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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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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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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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5  
[標案名稱]胸腔科模擬教學計畫情境模組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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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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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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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胸腔科模擬教學計畫情境模組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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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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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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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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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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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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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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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5  
[標案名稱]胸腔科模擬教學計畫情境模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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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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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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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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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50 元 
[總決標金額]17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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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7461 
[得標廠商名稱]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德光里崇德路 56 號 4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901890  
[決標金額]17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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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胸腔科模擬教學計畫情境模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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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78,950 
[底價金額]178,95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8,9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0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心肺急症學習模組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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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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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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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電子領標]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19 15:00 
[開標時間]103/05/2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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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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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1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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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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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6  
[標案名稱]心肺急症學習模組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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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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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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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心肺急症學習模組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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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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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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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8 15:00 
[開標時間]103/05/2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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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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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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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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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0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6  
[標案名稱]心肺急症學習模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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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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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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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4 
[契約編號]103GOV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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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80 元 
[總決標金額]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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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7461 
[得標廠商名稱]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德光里崇德路 56 號 4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901890  
[決標金額]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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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103/07/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心肺急症學習模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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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78,000 
[底價金額]179,98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78,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氣安全教育箱 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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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結構金屬產品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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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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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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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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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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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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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7  
[標案名稱]電氣安全教育箱 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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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結構金屬產品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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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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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電氣安全教育箱 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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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結構金屬產品及其零件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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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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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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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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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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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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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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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7  
[標案名稱]電氣安全教育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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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421 結構金屬產品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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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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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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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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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50 元 
[總決標金額]16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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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16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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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電氣安全教育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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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69,850 
[底價金額]169,8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69,8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噪音劑量計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06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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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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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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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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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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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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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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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8  
[標案名稱]噪音劑量計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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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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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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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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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9 
[契約編號]103GOV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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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60 元 
[總決標金額]4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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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4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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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103/07/2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噪音劑量計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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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57,500 
[底價金額]458,96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57,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600103 
[未得標廠商名稱]烜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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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8613 
[未得標廠商名稱]亮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未得標廠商代碼]22194640 
[未得標廠商名稱]葆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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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64427 
[未得標廠商名稱]兆勗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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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肌肉生理實驗儀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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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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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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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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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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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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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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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9  
[標案名稱]肌肉生理實驗儀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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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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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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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肌肉生理實驗儀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6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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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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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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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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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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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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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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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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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69  
[標案名稱]肌肉生理實驗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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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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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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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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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50 元 
[總決標金額]13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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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13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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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肌肉生理實驗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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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33,650 
[底價金額]133,65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3,6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展示系統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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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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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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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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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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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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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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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0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展示系統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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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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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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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展示系統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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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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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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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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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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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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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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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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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0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展示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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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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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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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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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50 元 
[總決標金額]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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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6000 
[得標廠商名稱]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建八路 2 號 7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7- 5586310  
[決標金額]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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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展示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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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9,000 
[底價金額]109,850 
[原產地國別 1]加拿大(Canad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9,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手握心率監測計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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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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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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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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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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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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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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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1  
[標案名稱]手握心率監測計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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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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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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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手握心率監測計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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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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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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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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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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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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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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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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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1  
[標案名稱]手握心率監測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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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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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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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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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00 元 
[總決標金額]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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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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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手握心率監測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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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3,000 
[底價金額]93,0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3,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濃煙體驗屋含濃煙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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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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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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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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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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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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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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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2  
[標案名稱]濃煙體驗屋含濃煙機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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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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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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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濃煙體驗屋含濃煙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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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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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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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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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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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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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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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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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2  
[標案名稱]濃煙體驗屋含濃煙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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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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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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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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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60 元 
[總決標金額]3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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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3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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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濃煙體驗屋含濃煙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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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04,500 
[底價金額]313,56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4,5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局限空間救援系統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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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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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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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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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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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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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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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3  
[標案名稱]局限空間救援系統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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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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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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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局限空間救援系統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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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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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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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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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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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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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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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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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3  
[標案名稱]局限空間救援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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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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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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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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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50 元 
[總決標金額]9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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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8613 
[得標廠商名稱]亮承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9 臺南市安南區 海佃路一段 213 巷 23 號  
[得標廠商電話]06- 2021870  
[決標金額]9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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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局限空間救援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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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承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4,150 
[底價金額]94,1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4,1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P 型火警警報設備教學板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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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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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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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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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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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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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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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4  
[標案名稱]P 型火警警報設備教學板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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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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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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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P 型火警警報設備教學板 3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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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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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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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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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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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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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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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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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4  
[標案名稱]P 型火警警報設備教學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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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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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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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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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00 元 
[總決標金額]2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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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2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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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P 型火警警報設備教學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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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 
[決標金額]237,000 
[底價金額]243,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7,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組合式營造業移動式施工架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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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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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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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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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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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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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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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5  
[標案名稱]組合式營造業移動式施工架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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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 其他通用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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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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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組合式營造業移動式施工架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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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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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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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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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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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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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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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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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5  
[標案名稱]組合式營造業移動式施工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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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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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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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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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50 元 
[總決標金額]10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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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8613 
[得標廠商名稱]亮承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9 臺南市安南區 海佃路一段 213 巷 23 號  
[得標廠商電話]06- 2021870  
[決標金額]10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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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組合式營造業移動式施工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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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承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7,650 
[底價金額]107,6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7,65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105708 
[未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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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充氣式緊急沖淋除污站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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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貳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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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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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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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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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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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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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6  
[標案名稱]充氣式緊急沖淋除污站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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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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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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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充氣式緊急沖淋除污站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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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貳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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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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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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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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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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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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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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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6  
[標案名稱]充氣式緊急沖淋除污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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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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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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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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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980 元 
[總決標金額]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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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5708 
[得標廠商名稱]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景平路 71 之 7 號 2 樓之 10  
[得標廠商電話]02- 29405726  
[決標金額]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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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充氣式緊急沖淋除污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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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15,000 
[底價金額]217,98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1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0218613 
[未得標廠商名稱]亮承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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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原子吸收光譜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7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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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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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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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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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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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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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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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5/27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7  
[標案名稱]原子吸收光譜儀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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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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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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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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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28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原子吸收光譜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7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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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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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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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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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4 15:00 
[開標時間]103/06/05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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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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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28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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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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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7  
[標案名稱]原子吸收光譜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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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5/28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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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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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5 
[決標公告日期]103/06/10 
[契約編號]103GOV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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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950 元 
[總決標金額]47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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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9477 
[得標廠商名稱]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裕誠路 392 號 14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5507380  
[決標金額]47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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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06－103/08/05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原子吸收光譜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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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78,950 
[底價金額]478,95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78,95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粗纖維測定裝置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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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壹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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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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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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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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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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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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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8  
[標案名稱]粗纖維測定裝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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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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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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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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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9 
[契約編號]103GOV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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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850 元 
[總決標金額]6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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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標廠商代碼]53224845 
[得標廠商名稱]至冠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中正路 716 號 13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82278798  
[決標金額]6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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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103/07/2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粗纖維測定裝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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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冠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696,800 
[底價金額]746,850 
[原產地國別 1]義大利(Ital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696,8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未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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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4640 
[未得標廠商名稱]葆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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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23351 
[未得標廠商名稱]偉廉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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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15018 



[未得標廠商名稱]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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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0386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六合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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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1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凱式氮分解裝置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7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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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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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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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5/26 15:00 
[開標時間]103/05/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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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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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1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5/2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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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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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5/2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79  
[標案名稱]凱式氮分解裝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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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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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1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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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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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7 
[決標公告日期]103/05/29 
[契約編號]103GOV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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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950 元 
[總決標金額]2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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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標廠商代碼]53224845 
[得標廠商名稱]至冠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 中正路 716 號 13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82278798  
[決標金額]2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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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103/07/2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凱式氮分解裝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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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冠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87,000 
[底價金額]318,950 
[原產地國別 1]義大利(Italy)(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87,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2194640 
[未得標廠商名稱]葆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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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1163 
[未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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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23351 
[未得標廠商名稱]偉廉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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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15018 



[未得標廠商名稱]頤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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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03861 
[未得標廠商名稱]六合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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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性溫熱組 10 組 
[標案案號]103GOV08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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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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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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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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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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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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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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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0  
[標案名稱]活性溫熱組 10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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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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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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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性溫熱組 10 組 
[標案案號]103GOV08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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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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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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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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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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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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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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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0  
[標案名稱]活性溫熱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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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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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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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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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60 元 
[總決標金額]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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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5136 
[得標廠商名稱]美利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重化街 100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460512  
[決標金額]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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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活性溫熱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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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 
[決標金額]320,000 
[底價金額]325,96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2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262414 
[未得標廠商名稱]康生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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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96826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進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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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快速混合造粒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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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零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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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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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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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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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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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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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1  
[標案名稱]快速混合造粒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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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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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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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快速混合造粒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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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零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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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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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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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9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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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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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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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1  
[標案名稱]快速混合造粒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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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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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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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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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62 元 
[總決標金額]68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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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70410169 
[得標廠商名稱]謹誠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3 高雄市鹽埕區 光明里光榮街 80 之 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5315776  
[決標金額]68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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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快速混合造粒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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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誠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686,700 
[底價金額]730,962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686,7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4260489 
[未得標廠商名稱]琦威機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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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2617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楹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9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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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快速膜衣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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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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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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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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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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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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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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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2  
[標案名稱]快速膜衣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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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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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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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快速膜衣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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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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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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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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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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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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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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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2  
[標案名稱]快速膜衣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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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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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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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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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320 元 
[總決標金額]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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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0489 
[得標廠商名稱]琦威機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29 臺中市神岡區 神洲里 9 鄰豐洲路 1025 巷 28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5615472  
[決標金額]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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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快速膜衣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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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威機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850,000 
[底價金額]865,32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34164059 
[未得標廠商名稱]瑞雄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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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鹵素水分分析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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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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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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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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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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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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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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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3  
[標案名稱]鹵素水分分析儀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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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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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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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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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鹵素水分分析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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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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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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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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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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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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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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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3  
[標案名稱]鹵素水分分析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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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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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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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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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50 元 
[總決標金額]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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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71937 
[得標廠商名稱]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舊宗路 2 段 171 巷 17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6578898  
[決標金額]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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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鹵素水分分析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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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商梅特勒托利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1,100 
[底價金額]101,950 
[原產地國別 1]瑞士(Switzerland)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1,1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311751 
[未得標廠商名稱]艾安得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傅立葉紅外光譜儀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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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捌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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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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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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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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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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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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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4  
[標案名稱]傅立葉紅外光譜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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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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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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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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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OV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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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350 元 
[總決標金額]4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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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19716244 
[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富強里中華東路 2 段 96 巷 53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3363891  
[決標金額]4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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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1－103/08/1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傅立葉紅外光譜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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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83,600 
[底價金額]520,350 
[原產地國別 1]澳洲(Australi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83,6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891989 
[未得標廠商名稱]利泓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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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18581 
[未得標廠商名稱]佑凱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V 型混合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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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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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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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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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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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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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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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5  
[標案名稱]V 型混合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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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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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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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V 型混合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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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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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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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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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9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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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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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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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5  
[標案名稱]V 型混合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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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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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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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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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50 元 
[總決標金額]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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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0489 
[得標廠商名稱]琦威機械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29 臺中市神岡區 神洲里 9 鄰豐洲路 1025 巷 28 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5615472  
[決標金額]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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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V 型混合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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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威機械實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00,000 
[底價金額]310,8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8502617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楹機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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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皮膚黑紅色素測定探頭棒 1 支 
[標案案號]103GOV08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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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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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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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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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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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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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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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6  
[標案名稱]皮膚黑紅色素測定探頭棒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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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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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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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皮膚黑紅色素測定探頭棒 1 支 
[標案案號]103GOV08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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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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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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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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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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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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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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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6  
[標案名稱]皮膚黑紅色素測定探頭棒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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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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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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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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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50 元 
[總決標金額]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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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1766 
[得標廠商名稱]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安宜里北平二街 114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226560  
[決標金額]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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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皮膚黑紅色素測定探頭棒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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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59,000 
[底價金額]159,35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59,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數字型黏度計 2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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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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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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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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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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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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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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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7  
[標案名稱]數字型黏度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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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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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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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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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OV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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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0 元 
[總決標金額]1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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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1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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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1－103/08/1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數字型黏度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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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49,500 
[底價金額]168,000 
[原產地國別 1]英國(United Kingdom)(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9,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4987227 
[未得標廠商名稱]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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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4015 
[未得標廠商名稱]卡登美容化粧品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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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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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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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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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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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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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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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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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8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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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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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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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08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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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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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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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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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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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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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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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8  
[標案名稱]真空練土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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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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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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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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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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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22583330 
[得標廠商名稱]振發機械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 鶯桃路 67 巷 8 號  
[得標廠商電話]02- 2679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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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真空練土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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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發機械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5,000 
[底價金額]1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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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86202011 
[未得標廠商名稱]偉禾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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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含電腦及螢幕)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8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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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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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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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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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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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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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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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9  
[標案名稱]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含電腦及螢幕)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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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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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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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含電腦及螢幕)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8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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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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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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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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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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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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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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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89  
[標案名稱]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含電腦及螢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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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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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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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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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0 元 
[總決標金額]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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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8596 
[得標廠商名稱]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博愛路 499 巷 1 弄 1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7276680  
[決標金額]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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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高階多功能資訊講桌(含電腦及螢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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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00,800 
[底價金額]101,35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00,8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流多畫面錄播主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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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零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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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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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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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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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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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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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0  
[標案名稱]多流多畫面錄播主機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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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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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流多畫面錄播主機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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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零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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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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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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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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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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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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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0  
[標案名稱]多流多畫面錄播主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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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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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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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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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50 元 
[總決標金額]1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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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8596 
[得標廠商名稱]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博愛路 499 巷 1 弄 1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7276680  
[決標金額]1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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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多流多畫面錄播主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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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84,500 
[底價金額]185,4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84,5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20 吋以上可觸式訊號接收模組 8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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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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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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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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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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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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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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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1  
[標案名稱]20 吋以上可觸式訊號接收模組 8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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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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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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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20 吋以上可觸式訊號接收模組 8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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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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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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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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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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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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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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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1  
[標案名稱]20 吋以上可觸式訊號接收模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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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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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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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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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60 元 
[總決標金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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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8596 
[得標廠商名稱]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博愛路 499 巷 1 弄 1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7276680  
[決標金額]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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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20 吋以上可觸式訊號接收模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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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8 
[決標金額]140,000 
[底價金額]141,56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40,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教室擴音喇叭與電路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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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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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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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09 15:00 
[開標時間]103/06/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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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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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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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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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2  
[標案名稱]教室擴音喇叭與電路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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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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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教室擴音喇叭與電路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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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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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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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8 15:00 
[開標時間]103/06/19 14: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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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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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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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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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2  
[標案名稱]教室擴音喇叭與電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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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14:00 
[原公告日期]103/06/1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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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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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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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50 元 
[總決標金額]1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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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8596 
[得標廠商名稱]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 博愛路 499 巷 1 弄 11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7276680  
[決標金額]1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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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教室擴音喇叭與電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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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奕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23,000 
[底價金額]124,65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3,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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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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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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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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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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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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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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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3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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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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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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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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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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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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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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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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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上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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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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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9/0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3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組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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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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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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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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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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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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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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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9 15:00 
[開標時間]103/09/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1 樓校安中心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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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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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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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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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9/1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3  
[標案名稱]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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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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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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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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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OV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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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00 元 
[總決標金額]1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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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14845 
[得標廠商名稱]利盈玩具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11 臺中市太平區 新仁路一段二二巷五號  
[得標廠商電話]04- 22757546  
[決標金額]1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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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紅點教學電動步槍含聲光感應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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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盈玩具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2 
[決標金額]128,400 
[底價金額]128,4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8,4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動式羽球墊 2 座 
[標案案號]103GOV09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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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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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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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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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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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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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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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4  
[標案名稱]活動式羽球墊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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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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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6/0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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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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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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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50 元 
[總決標金額]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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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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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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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活動式羽球墊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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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標金額]200,000 
[底價金額]233,85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4844638 
[未得標廠商名稱]冠台防水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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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78185 
[未得標廠商名稱]峻鈺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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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7073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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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更正公告 
公告日：103/06/0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動式羽球墊 2 座 
[標案案號]103GOV09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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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参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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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30 
[更正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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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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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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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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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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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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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動式排球柱 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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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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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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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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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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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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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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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5  
[標案名稱]活動式排球柱 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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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運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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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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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活動式排球柱 2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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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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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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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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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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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中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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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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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8/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5  
[標案名稱]活動式排球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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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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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0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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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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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0 
[契約編號]103GOV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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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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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80207073 
[得標廠商名稱]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632 雲林縣虎尾鎮 新吉里林森路二段四三六巷五三號一樓  
[得標廠商電話]05- 633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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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103/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活動式排球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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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2 
[決標金額]132,000 
[底價金額]1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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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得標廠商代碼]12881747 
[未得標廠商名稱]洳鼎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 177 件 
[標案案號]103GOV09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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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其他製造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肆萬肆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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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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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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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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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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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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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6  
[標案名稱]視聽資料 17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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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其他製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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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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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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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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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30 元 
[總決標金額]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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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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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視聽資料 17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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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決標金額]780,000 
[底價金額]785,43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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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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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5414 
[未得標廠商名稱]影聯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7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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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跆拳道全套訓練器材 15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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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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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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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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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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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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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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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7  
[標案名稱]跆拳道全套訓練器材 1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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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運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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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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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跆拳道全套訓練器材 15 組 
[標案案號]103GOV09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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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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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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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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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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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上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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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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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8/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7  
[標案名稱]跆拳道全套訓練器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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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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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0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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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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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0 
[契約編號]103GOV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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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10 元 
[總決標金額]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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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0905 
[得標廠商名稱]汀沃克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 忠三街 14 巷 36 號 3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7089470  
[決標金額]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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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103/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跆拳道全套訓練器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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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沃克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5 
[決標金額]135,000 
[底價金額]168,51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6659311 
[未得標廠商名稱]世運體育用品社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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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7073 
[未得標廠商名稱]立宸開發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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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09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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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玖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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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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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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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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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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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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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8  
[標案名稱]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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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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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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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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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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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650 元 
[總決標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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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84552527 
[得標廠商名稱]典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 天母西路 3 號 6 樓之 23  
[得標廠商電話]02- 27914548  
[決標金額]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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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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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50,000 
[底價金額]355,65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5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70359992 
[未得標廠商名稱]蓮德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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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1090 
[未得標廠商名稱]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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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單槍投影機 19 台 
[標案案號]103GOV099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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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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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增購之項目：

單槍投影機 
保留增購之期間上限：103 年 11 月 30 日 
保留增購之金額或數量上限：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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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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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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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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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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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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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099  
[標案名稱]單槍投影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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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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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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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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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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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OV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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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256 元 
[總決標金額]2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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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47753 
[得標廠商名稱]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 4 段 53 巷 8 弄 9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5456992  
[決標金額]2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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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單槍投影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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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9 
[決標金額]298,300 
[底價金額]460,256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98,3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3612789 
[未得標廠商名稱]和園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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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8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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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佳能昕普(股)公司為最低標，由於標價低於底價七成，主持人宣布保留本案，待廠

商提出相關說明後再行是否決標，廠商於 6/18 提出書面說明，經本校審核後，無降低品質之

虞，故由該廠商以新台幣 298,300 元整得標。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3000 冊 
[標案案號]103GOV10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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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萬貳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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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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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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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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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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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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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0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3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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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紙漿,紙及紙產品;印刷品及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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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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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3000 冊 
[標案案號]103GOV10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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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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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萬貳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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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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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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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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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中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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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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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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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0  
[標案名稱]中文圖書 3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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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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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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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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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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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0 
[契約編號]103GO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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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88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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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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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103/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中文圖書 3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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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決標金額]887,270 
[底價金額]95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87,27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 370 冊 
[標案案號]103GOV10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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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萬肆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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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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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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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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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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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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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1  
[標案名稱]西文圖書 37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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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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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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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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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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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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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97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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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標廠商代碼]28745430 
[得標廠商名稱]新科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300 新竹市東區 新竹市三民里民權路 111 巷 7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3- 5319042  
[決標金額]97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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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西文圖書 37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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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圖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370 
[決標金額]975,160 
[底價金額]1,100,0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975,16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4866461 
[未得標廠商名稱]大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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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93993 
[未得標廠商名稱]久昌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1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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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1017 
[未得標廠商名稱]知訊圖書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2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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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82005 
[未得標廠商名稱]學智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3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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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30718 
[未得標廠商名稱]長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19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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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2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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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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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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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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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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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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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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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8431 
[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 3 段 452 巷 8 弄 11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3- 355885  
[決標金額]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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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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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96 
[決標金額]2,300,000 
[底價金額]2,3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76909 
[未得標廠商名稱]盈王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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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4215 
[未得標廠商名稱]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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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招標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組 
[標案案號]103GOV10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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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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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拾貳萬肆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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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增購之項目：

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保留增購之期間上限：103 年 11 月 30 日 
保留增購之金額或數量上限：校優先序 103-04-093 增購 15 組、校優先序 103-04-020 增購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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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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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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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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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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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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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招標更正公告 
公告日：103/06/1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組 
[標案案號]103GOV10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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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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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拾参萬参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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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增購之項目：

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保留增購之期間上限：103 年 11 月 30 日 
保留增購之金額或數量上限：校優先序 103-04-093 增購 15 組、校優先序 103-04-020 增購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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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公告日]103/05/30 
[更正公告日]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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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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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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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壹、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貳、校優先序 103-04-125 需內含 windows 授權作業系統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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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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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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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2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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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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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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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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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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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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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00 元 
[總決標金額]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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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8431 
[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 3 段 452 巷 8 弄 11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3- 355885  
[決標金額]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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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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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96 
[決標金額]2,300,000 
[底價金額]2,300,0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300,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76909 
[未得標廠商名稱]盈王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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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4215 
[未得標廠商名稱]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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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微量分注器 35 支 
[標案案號]103GOV10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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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玖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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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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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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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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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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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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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3  
[標案名稱]微量分注器 35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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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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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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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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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契約編號]103GOV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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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50 元 
[總決標金額]1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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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1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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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103/08/1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微量分注器 35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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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35 
[決標金額]124,250 
[底價金額]166,250 
[原產地國別 1]波蘭(Poland)(歐盟)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4,25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4519341 
[未得標廠商名稱]新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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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62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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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08667 
[未得標廠商名稱]利明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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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8952 



[未得標廠商名稱]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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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2843 
[未得標廠商名稱]尚上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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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103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協仝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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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95307 
[未得標廠商名稱]吉禾生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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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16 台 
[標案案號]103GOV10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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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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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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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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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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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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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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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1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4  
[標案名稱]多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1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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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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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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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16 台 
[標案案號]103GOV104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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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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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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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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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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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上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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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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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8/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4  
[標案名稱]多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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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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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0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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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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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0 
[契約編號]103GOV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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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0 元 
[總決標金額]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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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22243662 
[得標廠商名稱]誠大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 中山路 67 號  
[得標廠商電話]06- 2211436  
[決標金額]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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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103/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多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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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大儀器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6 
[決標金額]27,200 
[底價金額]107,2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7,2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70434129 
[未得標廠商名稱]富揚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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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誠大儀器有限公司最低標由於標價低於底價 7 成，故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請廠商

於 8/18 下午 5 時前提出標價偏低之說明，廠商於期限內提供說明，書面資料如附件，經主持

人與單位確認後，無降低品質且能誠信履約，故予以決標。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5/30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TRX 專業懸吊訓練組 16 組 
[標案案號]103GOV10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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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運動商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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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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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16 15:00 
[開標時間]103/06/1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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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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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5/30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1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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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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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6/2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05  
[標案名稱]TRX 專業懸吊訓練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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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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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5/30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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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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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 
[決標公告日期]103/06/23 
[契約編號]103GOV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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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 元 
[總決標金額]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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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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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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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103/08/2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TRX 專業懸吊訓練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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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洳鼎企業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6 
[決標金額]78,000 
[底價金額]128,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78,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06659311 
[未得標廠商名稱]世運體育用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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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9027 
[未得標廠商名稱]丹綺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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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3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11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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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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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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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3 15:00 
[開標時間]103/06/2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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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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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3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23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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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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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6/26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12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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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醫療, 外科及矯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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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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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8/0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112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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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柒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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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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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8/13 12:00 
[開標時間]103/08/1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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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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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8/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8/13 上午 10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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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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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8/20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12  
[標案名稱]身體組成分析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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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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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8/0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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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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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4 
[決標公告日期]103/08/20 
[契約編號]103GOV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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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60 元 
[總決標金額]2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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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標廠商代碼]70434129 
[得標廠商名稱]富揚琦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澄清路 463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3981317  
[決標金額]2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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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8－103/10/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身體組成分析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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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揚琦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43,500 
[底價金額]301,560 
[原產地國別 1]南韓(Republic of Kore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43,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2323222 
[未得標廠商名稱]驊晟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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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6/13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抽氣設備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11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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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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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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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3 15:00 
[開標時間]103/06/24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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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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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6/13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23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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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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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更正公告 
公告日：103/06/23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抽氣設備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11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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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陸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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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3 
[更正公告日]10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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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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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6/26 15:00 
[開標時間]103/06/2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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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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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一、儀器設備規格書之「需附第三公正單位抽排風機 2HP 風量測試證明供審」不

列入申請單位審查範圍。 
二、領標時間：103/6/13 上午 10 時起至 103/6/23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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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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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7/0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113  
[標案名稱]抽氣設備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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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更正序號]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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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6/23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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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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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 
[契約編號]103GOV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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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580 元 
[總決標金額]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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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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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30－103/08/29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抽氣設備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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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435,000 
[底價金額]469,58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3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22148885 
[未得標廠商名稱]竑毅企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5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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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62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4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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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空氣採樣幫浦專用流量調節模組 15 組 
[標案案號]103GOV303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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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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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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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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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09 15:00 
[開標時間]103/09/1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1 樓校安中心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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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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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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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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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09/1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3  
[標案名稱]空氣採樣幫浦專用流量調節模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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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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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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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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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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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GOV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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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0 元 
[總決標金額]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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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 建平里怡平路 115 號 1 樓（僅供辦公室使用）  
[得標廠商電話]06- 2972025  
[決標金額]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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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1－103/11/1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空氣採樣幫浦專用流量調節模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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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曜化學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5 
[決標金額]82,500 
[底價金額]99,00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82,5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6054399 
[未得標廠商名稱]鑫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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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91459 
[未得標廠商名稱]定陽實業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否 
[未得標原因]資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7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噪音校正器 12 台 
[標案案號]103GOV30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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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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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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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4 15:00 
[開標時間]103/09/25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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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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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7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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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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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24 16:43:15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9/25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6  
[標案名稱]噪音校正器 1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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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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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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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噪音校正器 12 台 
[標案案號]103GOV30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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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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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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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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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5:00 
[開標時間]103/10/0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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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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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2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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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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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0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6  
[標案名稱]噪音校正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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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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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2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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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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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決標公告日期]103/10/09 
[契約編號]103GOV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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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00 元 
[總決標金額]7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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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6244 
[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富強里中華東路 2 段 96 巷 53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3363891  
[決標金額]7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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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103/12/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噪音校正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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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預估需求數量]12 
[決標金額]79,920 
[底價金額]97,200 
[原產地國別 1]歐盟(European Unio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79,92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7581163 
[未得標廠商名稱]弘曜化學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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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7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1 批 
[標案案號]103GOV30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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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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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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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4 15:00 
[開標時間]103/09/25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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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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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7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4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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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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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09/25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7  
[標案名稱]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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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其他特殊用途之機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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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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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6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1 批 
[標案案號]103GOV30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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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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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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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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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5:00 
[開標時間]103/10/0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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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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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26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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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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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0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7  
[標案名稱]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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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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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26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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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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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決標公告日期]103/10/09 
[契約編號]103GOV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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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650 元 
[總決標金額]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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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65398 
[得標廠商名稱]福樂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 重化街 90 號  
[得標廠商電話]07- 3509678  
[決標金額]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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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103/12/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銀髮族互動遊戲設備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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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樂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95,000 
[底價金額]295,65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95,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89262414 
[未得標廠商名稱]康生儀器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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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圖書館整合式知識入口網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30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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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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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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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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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9 15:00 
[開標時間]103/09/3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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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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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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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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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8  
[標案名稱]圖書館整合式知識入口網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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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辦公室及會計機器，其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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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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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圖書館整合式知識入口網 1 式 
[標案案號]103GOV308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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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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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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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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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8 15:00 
[開標時間]103/10/09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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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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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10/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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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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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1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08  
[標案名稱]圖書館整合式知識入口網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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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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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9 10:00 
[原公告日期]103/10/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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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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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9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3 
[契約編號]103GOV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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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500 元 
[總決標金額]4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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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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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5601296  
[決標金額]4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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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3－103/12/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圖書館整合式知識入口網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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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500 
[底價金額]456,5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56,5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泡腳椅組 10 組 
[標案案號]103GOV31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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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木製品, 軟木製品, 草及編結材料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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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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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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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9 15:00 
[開標時間]103/09/3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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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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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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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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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15  
[標案名稱]泡腳椅組 10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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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木製品, 軟木製品, 草及編結材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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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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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泡腳椅組 10 組 
[標案案號]103GOV315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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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木製品, 軟木製品, 草及編結材料產品 
[財物採購性質]買受,定製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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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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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8 15:00 
[開標時間]103/10/09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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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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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10/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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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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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14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15  
[標案名稱]泡腳椅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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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31 木製品, 軟木製品, 草及編結材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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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9 10:00 
[原公告日期]103/10/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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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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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3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4 
[契約編號]103GOV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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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00 元 
[總決標金額]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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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1766 
[得標廠商名稱]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 安宜里北平二街 114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7- 3226560  
[決標金額]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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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3－103/12/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泡腳椅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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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0 
[決標金額]139,000 
[底價金額]186,00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39,0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19716244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昱化學原料儀器行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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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34129 
[未得標廠商名稱]富揚琦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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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最低標羽鑫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由於標價低於底價八成，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限該

公司於 10 月 14 日前提出標價偏低之說明，羽鑫公司於 10 月 13 日提出書面資料(如附件)說



明，經申請單位及主持人核定該公司誠信如期履約，故予以決標。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19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媒體製作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GOV31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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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貳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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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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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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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29 15:00 
[開標時間]103/09/3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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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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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19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9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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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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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決標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16  
[標案名稱]多媒體製作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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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計算機及其零件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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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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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10/0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多媒體製作軟體 1 套 
[標案案號]103GOV316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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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貳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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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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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8 15:00 
[開標時間]103/10/09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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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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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10/1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8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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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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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13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16  
[標案名稱]多媒體製作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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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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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9 10:00 
[原公告日期]103/10/01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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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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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9 
[決標公告日期]103/10/13 
[契約編號]103GOV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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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650 元 
[總決標金額]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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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7050 
[得標廠商名稱]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 惠來里市政路 386 號 16 樓之 7  
[得標廠商電話]04- 22583355  
[決標金額]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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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3－103/12/12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多媒體製作軟體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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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396,000 
[底價金額]396,650 
[原產地國別 1]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396,000 元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3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18 組 
[標案案號]103GOV317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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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貳萬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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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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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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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09/30 08:30 
[開標時間]103/09/30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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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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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23 上午 10 時起至 103/9/29 下午 15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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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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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06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17  
[標案名稱]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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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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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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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30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23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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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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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30 
[決標公告日期]103/10/06 
[契約編號]103GOV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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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800 元 
[總決標金額]4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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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8431 
[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 3 段 452 巷 8 弄 11 號 1 樓  
[得標廠商電話]0933- 355885  
[決標金額]4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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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1－103/11/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一般型電腦含液晶顯示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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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8 
[決標金額]444,900 
[底價金額]445,800 
[原產地國別 1]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444,9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96880806 
[未得標廠商名稱]冠仲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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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4215 
[未得標廠商名稱]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47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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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2U 伺服器 1 台 
[標案案號]103GOV320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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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捌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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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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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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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5:00 
[開標時間]103/10/0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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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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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25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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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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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0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20  
[標案名稱]2U 伺服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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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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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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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2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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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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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決標公告日期]103/10/09 
[契約編號]103GOV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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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50 元 
[總決標金額]1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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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4215 
[得標廠商名稱]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龍山里府東街 128 號 6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002123  
[決標金額]1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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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103/12/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2U 伺服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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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53,300 
[底價金額]154,65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53,30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408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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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641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隼資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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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 
公告日：103/09/25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標案名稱]磁碟陣列 1 組 
[標案案號]103GOV321 
[機關代碼]3.10.99.61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電子郵件信箱]yujen@mail.hw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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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否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是 
[押標金額度]壹萬壹仟伍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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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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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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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標期限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否 
[截止投標時間]103/10/06 15:00 
[開標時間]103/10/07 10:00 
[開標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廳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投標截止期限前將投標資料以書面密封以郵遞或專人送至本校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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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期限]60 個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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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廠商納稅之證明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是 
[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1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2 廠商具

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者】 
[附加說明]領標時間：103/9/25 上午 10 時起至 103/10/6 中午 12 時止 
[是否刊登英文公告]否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內容有疑議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張育仁先生。 
[檢舉受理單位] 
＊部會署-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電話：02-77365529 、
傳真：02-23583005 ） 
＊臺南市調查處（地址：708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08 號;臺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

話：06-2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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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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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彙送 
公告日:103/10/09 

[機關代碼]3.10.99.61 
[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單位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事務組 
[機關地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聯絡人]張育仁先生 
[聯絡電話]06-2674567 分機 268 
[傳真號碼]06-3356723 
[標案案號]103GOV321  
[標案名稱]磁碟陣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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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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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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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10:00 
[原公告日期]103/09/25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履約地點]臺南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南市－仁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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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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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7 
[決標公告日期]103/10/09 
[契約編號]103GOV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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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560 元 
[總決標金額]20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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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4215 
[得標廠商名稱]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 龍山里府東街 128 號 6 樓  
[得標廠商電話]06- 2002123  
[決標金額]20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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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103/12/0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磁碟陣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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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品資訊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206,850 
[底價金額]208,560 
[原產地國別 1]其他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206,850 元 
[未得標廠商代碼]54088431 
[未得標廠商名稱]靚彩創意資訊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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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6410 
[未得標廠商名稱]宏隼資科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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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9.61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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