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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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 版 
 

[標案案號] 總採字第  107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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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聯絡人(或單位)] 程先生 

[聯絡電話] 05-7833039 分機   1206     

[聯絡傳真] 05-78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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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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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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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號信箱(地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第100號信箱，校區地圖如下)，以送達時間為

準。 

 



[開標日期]  10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  14 時 00 分 

[開標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6 樓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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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決標通知日後30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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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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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廠商對於本案採購產生異議，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異議： 
一、 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為自公告之次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一日者，以一日

計。但不得少於十日。 
二、 對招標文件規定之釋疑、後續說明、變更或補充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本校通知或公告之次日起十

日。 
三、 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本校通知或公告之次日起十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

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起十五日。 
本校應自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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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保證金為決標價金額10%，保固金為驗收後金額5%。 

5. 保固期為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儀器2年，電腦設備4年，軟體免費更新升級2年；保



固期間內如有維修必要，於通知後必須於24小時內至指定地點，若有特殊原因，請提書面

說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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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得標廠商應負責安裝定位及完成測試，有關電源接線，漏電斷路器及接地，須經本校機電

人員查核同意後施作，其一切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辦理驗收時有關電源等部分須經本校

機電人員查核同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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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833039轉分

機：1206程自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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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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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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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11. 投標廠商所提之規格若與本招標公告規格內容不一致，除經本校審標時接受者外，皆以招

標公告規格為準。 

12. 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需更改交貨產品，需經申請單位及本校相關單位審查

同意後變更，且以上變更將不影響決標總金額；變更同意文件需列入契約附件。 

13.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 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 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 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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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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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案號：總採字第   10700016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收件者： 

404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中國醫藥大學郵政代辦所第 100 號信箱 

 

 

寄件者：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連絡電話：                                                               
廠商統編：                                                               

 
投標標封 



（投標廠商名稱）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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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標的名稱 數量 
單價（含

稅） 

本項總價（含

稅） 
備註 

1 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1 式   施工規格詳如規格確認表 請務必自行至北港分部評估現場施工環境，如有

不足，承商自行負責承擔。 
       
       
       

合計    
 
 
總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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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採購規格確認表 

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項次 品名 規格  

1 15 台 RO 過濾器 

電壓：220V 

每日製水量：60±0.1 加侖 (227±0.38 公升) 

整組 RO 過濾器由 5 道濾材及加壓馬達組成，如下： 

純水機加壓馬達 

最大工作壓力：125±4 psi，最大流量：1.2 ±0.1 LPM 

工作型式：連續運轉型，輸入電壓：DC 24V / 1.2A 

第一道 UF-61濾芯 

材質：P.P.濾材，孔徑：5微米 

第二道 UF-62濾芯 

材質：顆粒活性碳，孔徑：5微米 

第三道 UF-63濾芯 

材質：P.P.濾材，孔徑：1微米 

第四道 UF-22逆滲透薄膜 

材質：複合式聚胺樹脂，孔徑：0.0001微米 

第五道 UF-21後置濾芯 

材質：椰殼顆粒活性碳，孔徑：5微米 

以上 RO過濾器須整合至賀眾牌 UW-30000A內部 

 

備註： 

報價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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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833039轉分機：1206 程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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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價  單 

工程名稱：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施工地點：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 123-1 號 

項次 品名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電壓：220V 

每日製水量：60±0.1 加侖 (227±0.38 公升) 

整組 RO 過濾器由 5 道濾材及加壓馬達組成，如

下： 

純水機加壓馬達 

最大工作壓力：125±4 psi，最大流量：1.2 ±0.1 

LPM 

工作型式：連續運轉型，輸入電壓：DC 24V / 1.2A 

第一道 UF-61濾芯 

材質：P.P.濾材，孔徑：5微米 

第二道 UF-62濾芯 

材質：顆粒活性碳，孔徑：5微米 

第三道 UF-63濾芯 

材質：P.P.濾材，孔徑：1微米 

第四道 UF-22逆滲透薄膜 

材質：複合式聚胺樹脂，孔徑：0.0001微米 

第五道 UF-21後置濾芯 

材質：椰殼顆粒活性碳，孔徑：5微米 

以上 RO過濾器須整合至賀眾牌 UW-30000A內部 

組   15    

合計(含稅) NT.      

完 工 驗 收 後 保 固 2 年 

總金額(含稅)：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附註： 
上述項目為施工範圍，請廠商務必自行至北港分部看圖說後評估現場施工環境，如有不足承商自行負責

承擔，並須配合學校時間施工，必要時須於夜間及假日作業。 



委 託 代 理 授 權 書 

本廠商投標 
採購案號：            1070001               
標案名稱：  北港飲水機 15 台加裝 RO 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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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