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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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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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中心燈光音響維修及配線 

[聯絡人(或單位)]  洪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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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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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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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27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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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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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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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053366轉分機： 

1310 洪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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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033  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學生活動中心燈光音響維修及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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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中心燈光音響維

修及配線 
1 式   規格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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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   司司司   章章章   

負負負責責責    

人人人章章章    



附件 

 

項次 品名 詳細規格 

1 

學生活動中

心燈光音響

維修及配線 

LED 帕燈 54珠-RGBW 

1. 輸入電壓：AC90-245V/50-60Hz 

2. 功率：162W 

3. 光源：54顆 3W 高亮度 LED  

（紅：12顆、綠：12顆、藍：14顆、白：14顆） 

4. 顏色：多種顏色變化 

5. 控制：DMX512、主從控制、自走 

6. 通道：11通道（數碼顯示） 

7. 2個支架提手，可自支撐，可懸掛。 

8. 可手拉手電源線及訊號線，無需另接。 

9. 機身全鑄鋁，溫度保護。 

10. 獨有光學系統設計，均勻的色斑效果。 

11. 超高頻（64KHz）調光技術，絕無抖動閃。 

LED定焦成像燈 

1. 電源輸入：PowerCON電源插輸入/輸出 AC100~240V 50-60Hz 

2. 信號輸入/輸出：3P-XLR輸入/輸出，DMX512信號 

3. 電源消耗功率：最大 190W 

4. LED光源：300W  LED（3200K， 6500K可選） 

5. DMX通道：3 DMX通道 / 9 DMX通道 

6. 控制：LCD 顯示幕+4 個輕捷快速鍵；4 種調光曲線可選擇；主從

機同步；單獨自走程式。 

7. 光束角度：19度（26度，36度，50度可選擇） 

8. 防水等級：IP20 

9. 外殼材料：壓鑄鋁 

10. 工作環境溫度：-20°-40° 

LED 帕燈 54珠-3200k 

 



1. 輸入電壓：AC90-245V/50-60Hz 

2. 功率：162W 

3. 光源：54顆 3W 高亮度 LED (色溫 3200k) 

4. 控制：DMX512、主從控制、自走 

5. 通道：11通道（數碼顯示） 

6. 2個支架提手，可自支撐，可懸掛。 

7. 可手拉手電源線及訊號線，無需另接。 

8. 機身全鑄鋁，溫度保護。 

9. 獨有光學系統設計，均勻的色斑效果。 

10. 超高頻（64KHz）調光技術，絕無抖動閃。 

燈光及音響施工規範： 

1. 需到現場進行場勘了解。 

2. 音響燈光線材一式（需足夠數量可完工）。 

3. 燈光需要架設足夠高度之三層鷹架，以方便進行施工。 

4. 確保連接燈光控盤，並能有效使用。 

燈光： 

1. 檢查燈光所有迴路來源。 

2. 將老舊需汰換之線路更新。 

3. 將壞掉的所有燈具拆除。 

4. 提供並換上新的燈具。 

5. 將所有燈具位置並且固定。 

6. 進行燈光測式，並協助標示，再設定程式以供單位使用。 

音響整線： 

1. 確認混音盤可正常連結使用。 

2. 因應現場實際需求，將音響器材線路重整，老舊線材須汰換更新，

並調整測試後，將機櫃兩面關起並可上鎖，外裝一臺電源時序開

關，之後音響以電源時序開關啟動和關閉。 

3. 協助音響整線。 

 



委 託 代 理 授 權 書 

本廠商投標 

採購案號：                   10700033                           

標案名稱：            學生活動中心燈光音響維修及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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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7  年  6  月  2 7  日 

   

   

公公公   司司司   章章章   

負負負責責責    

人人人章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