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2年 08月 26日 

招標公告 
[公告方式] □僅公告於本校首頁採購資訊  

■本標案已同步於電子交易市集公告，必要時得請廠商前來本校議價，未到場者視

為放棄議比價之權利。 

 

[標案案號] 總採字第 10200057 號 

[招標機關] 中國醫藥大學 

[招標機關地址] 404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102學年度公務車保險 

[聯絡人(或單位)]  馬宜珊 小姐 

[聯絡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1310    

[聯絡傳真] 04-22051276 

[招標狀態]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招標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標的分類] □工程 □財物 ■勞務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否 □是  

[決標方式] ■最低標價決標 □最高標價得標 □最有利標決標   

[領標及投標期限] 即日起至 102 年 8 月 31 日17時00分止(以送達本校100號信箱時間為準)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投標文件請自行密封並黏貼「投標標封」於投標文件標封外，以郵寄或於

本校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親自送達本校郵政代辦所

第第第第100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號號號第第第第100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校區地圖如下)，以送達時間為準。 

 



[開標日期]  102 年 9 月 3 日 10 時 00 分 

[開標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6樓第 四 會議室  

[投標文字] 中文  

[履約地點] ■校本部(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北港分部(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1號)  

          □其他：                                                            

[履約期限] 依規格內容規定  

[是否提供電子投標] ■否 □是  

[廠商資格摘要及檢附資料]：須依法取得政府相關單位核發之公司行號登記證明且登記證明文

件內載核准之營業項目須符合本招標案工作內容，相關證照須齊全並無不良紀錄者。必須檢附

下列相關資料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公司設立登記文件（請務必至經濟部網頁下載「公司基本資料」或財政部網頁下載公司

「營業(稅籍)登記資料」，且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廠商納稅之證明 

   稅捐機關核發之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明。 

■最近半年內之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廠商聲明書 

■非負責人出席時檢附授權書 

■報價單(請依附件報價單報價)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其他]： 

1. 本標案已於本校首頁「採購資訊」公告，廠商必須前來本校參加開標，未到場者視為放棄議

比價之權利。 

2. 報價限國內廠商，且報價金額均為含稅價。 

3. 報價規格若與招標規格不同，請於報價單提出詳細說明，以本校解釋為準。 

4. 投標廠商如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各款之規定，經本校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不

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



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反不符合公共利益，並經本校核准者，不在此限。 

上述不予開標或決標情形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本校得宣布廢標。 

5.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細審慎閱讀本校所提供之全部圖說文件及契約內容，可上網查閱本校

總務處事務組網頁表單下載區閱覽，如屬配合工程(安裝)設備，並應自行赴施工地點詳實勘

查，俾以明瞭本工程一切有關事項，並對運輸、工棚、儲料及用水用電等有所安置，惟如有

疑問或不明瞭處，投標前得向本校承辦單位電話請求解釋(聯絡電話04-22053366轉分機： 

1310 馬宜珊 小姐)，投標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藉詞要求加價，施工期間一切水電等設備，

及所需費用概由得標人自理。 

6. 投標廠商報價有效期為報價日起3個月內，並請註明履約期限，但最後履約期限以本校規定

時間為準。 

7.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決標通知之日起五日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簽訂契約，如無故不來簽約，

本校得取消得標資格，並不可參與本校投標三年。 

8. 禁止轉包：得標者應以本身能力自行經營，不得轉包他人經營，如違反規定，機關得解除契

約、終止契約及沒收保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9. 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校解釋之；如有疑義請於投標截止日前2日以書面提出，從本

校之解釋。 



 
 

標案標案標案標案案號案號案號案號：：：：總採字第總採字第總採字第總採字第 10200057 號號號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102學年度公務車保險學年度公務車保險學年度公務車保險學年度公務車保險  。。。。 

 

收件者收件者收件者收件者：：：： 

404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號號號  

中國醫藥大學郵政代辦所第中國醫藥大學郵政代辦所第中國醫藥大學郵政代辦所第中國醫藥大學郵政代辦所第 100 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 

 

 

寄件者寄件者寄件者寄件者：：：：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                                                               

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                                                               

廠商統編廠商統編廠商統編廠商統編：：：：                                                               

 
 



（投標廠商名稱）報報報報價單價單價單價單 

本清單應依下列規定填寫： 

一、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 

本案共有兩台車投保，請分開報價。 

 

第一台車： 

投保期限投保期限投保期限投保期限 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 製造年月製造年月製造年月製造年月 廠牌車型廠牌車型廠牌車型廠牌車型 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 排氣量排氣量排氣量排氣量 乘載限制乘載限制乘載限制乘載限制 

103.09.25~104.09.25 90.09.25 2001.05 豐田 

56111200 

自小客 

03 

4293 5.0人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人體傷 20萬    

每一個死亡或殘廢 160萬    

車體損失保險甲式 21.5萬    

汽車竊盜損失保險 21.5萬    

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人傷害 250萬    

每一意外事故傷害 500萬    

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事故財損 20萬    

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體傷 20萬    

每一個人死亡或殘廢 200萬    

每一意外事故總額 800萬    



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殘廢或死亡保險金 200萬    

住院醫療日額 1,000    

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  

第二台車： 

投保期限投保期限投保期限投保期限 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原始發照年月 製造年月製造年月製造年月製造年月 廠牌車型廠牌車型廠牌車型廠牌車型 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 排氣量排氣量排氣量排氣量 乘載限制乘載限制乘載限制乘載限制 

103.10.25~104.10.25 100.10.25 2011.06 福斯 

D2784A114D-19/04 

小客車 

02 

1968 9.0人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甲式車體損失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人體傷 20萬    

每一個死亡或殘廢 160萬    

車體損失保險甲式 21.5萬    

汽車竊盜損失保險 21.5萬    

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第三人傷害責任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人傷害 250萬    

每一意外事故傷害 500萬    

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第三人財損責任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事故財損 20萬    

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一個體傷 20萬    

每一個人死亡或殘廢 200萬    

每一意外事故總額 800萬    



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第三責任附加駕駛人傷害險 

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保險種類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自負額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殘廢或死亡保險金 200萬    

住院醫療日額 1,000    

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含稅含稅含稅含稅）：）：）：）： 

新 

台 

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招標文件允許以外幣報價者，上述新台幣幣別得予調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公公   司司司   章章章   

負負負責責責    

人人人章章章    



投投投投    標標標標    廠廠廠廠    商商商商    聲聲聲聲    明明明明    書書書書 
 

本廠商參加  中國醫藥大學  招標採購 102 學年度公務車保險案之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聲明事項聲明事項聲明事項聲明事項 是是是是(打打打打ＶＶＶＶ) 否否否否(打打打打ＶＶＶＶ) 一一一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二二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條之情形。   三三三三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採購法第 15條第 4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四四四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8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五五五五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 39條第 2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六六六六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9條第 3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七七七七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或係以公開招標辦理但投標廠商未達
3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八八八八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 59條第 2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九九九九 本廠商、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投標廠商應於投標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工程會網站 web.pcc.gov.tw查詢自己(包括總公司及各分公司)、共同投標廠商、分包廠商是否為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之拒絕往來廠商】 

  十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5條規定處該交易行為金額 1倍至 3倍之罰鍰】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公司或商業登記公司或商業登記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該認定標準第 2條摘要如下：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者。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100人者。）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人。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原住民計╴╴╴人。) 

  

 

 附附附附 

 註註註註 

1. 第一項至第十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十一項至第十二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3. 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99.4版） 



委委委委 託託託託 代代代代 理理理理 授授授授 權權權權 書書書書 

本廠商投標 

採購案號：                     10200057                        

標案名稱：               102學年度公務車保險                   

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廠商參加開標、行使議比價、領退回押標金、

說明等事項，恐口無憑，特立委託書一紙為據。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此致 

中國醫藥大學 

委託廠商：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    編： 

 

 

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