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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0/17 

[機關代碼]3.10.90.99 

[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採購組 

[機關地址]970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聯絡人]潘筱雯 

[聯絡電話]03-8572158 分機 335 

[傳真號碼]03-8571820 

[標案案號]100001546  

[標案名稱]超低溫大體冰櫃*1 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1 

[公告更正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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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6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花蓮縣(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花蓮縣－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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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6 

[決標公告日期]10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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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編號]1000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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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00 元 

[總決標金額]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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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99265 

[得標廠商名稱]友聯光學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 新台五路 1 段 81 號 4 樓之 3  

[得標廠商電話]02- 26980508  

[決標金額]9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德國(GERMANY)(歐盟)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0/16－101/12/17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超低溫大體冰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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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光學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960,000 

[底價金額]96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30907945 

[未得標廠商名稱]德承儀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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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02137 

[未得標廠商名稱]全望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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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99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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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0/24 

[機關代碼]3.10.90.99 

[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採購組 

[機關地址]970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聯絡人]劉書妤 

[聯絡電話]03-8572158 分機 580 

[傳真號碼]03-8571820 

[標案案號]101000218  

[標案名稱]奈米粒徑分析儀與 Zeta 電位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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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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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3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花蓮縣(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花蓮縣－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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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3 

[決標公告日期]101/10/24 

[契約編號]1010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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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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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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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24858 

[得標廠商名稱]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 堤頂大道 2 段 407 巷 20 弄 1、3、5、7

號 10 樓，及 407 巷 22、24、26 號 10 樓及 407 巷 22 號 10 樓之 1  

[得標廠商電話]06- 3125885  

[決標金額]1,16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中華民國(ROC)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0/23－101/12/23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奈米粒徑分析儀與 Zeta 電位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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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160,000 

[底價金額]1,250,000 

[未得標廠商代碼]86129477 

[未得標廠商名稱]富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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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333 

[未得標廠商名稱]元正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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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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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名稱]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合格]是 

[標價金額]1,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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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0.99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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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公告 

公告日:101/10/29 

[機關代碼]3.10.90.99 

[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單位名稱]總務處採購組 

[機關地址]970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聯絡人]潘筱雯 

[聯絡電話]03-8572158 分機 335 

[傳真號碼]03-8571820 

[標案案號]100002086  

[標案名稱]多功能彩色杜卜勒超音波掃描儀*1 台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是否複數決標]否 

[標的分類]財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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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6 10:00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否  

[限制性招標依據之法條] 

[履約地點]花蓮縣(原住民地區) 

[履約地點(含地區)]花蓮縣－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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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6 

[決標公告日期]101/10/29 

[契約編號]1000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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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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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0 元 

[總決標金額]1,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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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64013 

[得標廠商名稱]全醫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得標]是 

[得標廠商地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 文林北路 252 號 2 樓  

[得標廠商電話]02- 28228362  

[決標金額]1,150,0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OC) 

[原產地國別]南韓(KOREA)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履約起迄日期]101/10/26－101/11/30 

[決標品項數]1 

[品項名稱:1]多功能彩色杜卜勒超音波掃描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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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醫科技有限公司 

[預估需求數量]1 

[決標金額]1,150,000 

[底價金額]1,150,000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0.90.99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