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所網站公告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案號：521090924、案名：法醫解剖助手案」決標公告 
列印時間：110/1/14 9:49:33 

決標公告 

公告日:110/01/15 

該顯示之欄位包含未公告之欄位，如「採購金額」、依法不公開之「預算金額」等欄位(此段文字不會列印) 

[機關代碼]3.11.45 

[機關名稱]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單位名稱]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機關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 123 號 

[聯絡人]徐仲文 

[聯絡電話]02-22266555 分機 202 

[傳真號碼]02-22262660 

[電子郵件信箱]secrad@mail.moj.gov.tw 

[標案案號]521090924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否 

[新增公告傳輸次數]02 

[公告更正序號]01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否 

[標案名稱]110 年法醫解剖助手勞務採購案 

[決標資料類別]決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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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標的分類]勞務類 911 政府行政服務 

[是否屬統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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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1 10:30 

[原公告日期]109/11/2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購金額]1,080,000 元 

[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辦理方式] 自辦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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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否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否 

[預算金額是否公開]是 

[預算金額]1,080,000 元 

[是否訂有底價]是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履約地點]其他 

[履約地點(含地區)]臺北市－全區,基隆市－全區,新北市－全區,宜蘭縣－全區,新竹市,新竹

縣－全區,桃園市－全區,苗栗縣－全區,臺中市－全區,彰化縣－全區,南投縣－全區,嘉義市,

嘉義縣－全區,雲林縣－全區,臺南市－全區,高雄市－全區,屏東縣－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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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投標廠商家數]8 

[投標廠商 1] 

[廠商代碼]Q1219***** 

[廠商名稱]劉承杰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247 新北市蘆洲區 

[廠商電話]09- 2694****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2] 

[廠商代碼]N1227***** 

[廠商名稱]陳建霖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508 彰化縣和美鎮 

[廠商電話]09- 3169****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3] 

[廠商代碼]A2273***** 

[廠商名稱]陳俐君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108 臺北市萬華區 

[廠商電話]09- 2128****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4] 

[廠商代碼]K1208***** 

[廠商名稱]彭成達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51 苗栗縣頭份市 

[廠商電話]09- 3002****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5] 

[廠商代碼]K1218***** 

[廠商名稱]鄧國廷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360 苗栗縣苗栗市 

[廠商電話]09- 3269****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6] 

[廠商代碼]S1204***** 

[廠商名稱]趙俊雄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814 高雄市仁武區 

[廠商電話]09- 2832****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7] 

[廠商代碼]D1225***** 

[廠商名稱]李逸文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 

[廠商電話]09- 5308****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投標廠商 8] 

[廠商代碼]D1215***** 

[廠商名稱]蕭恩 



 

[是否得標]是 

[組織型態]自然人 

[廠商業別]其他 

[廠商地址]702 臺南市南區 

[廠商電話]09- 8153**** 

[決標金額]1,200 元 

[得標廠商國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否為中小企業]是 

[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否 

[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金額]0 元 

[履約起迄日期]110/01/01－110/12/31 

[雇用員工總人數是否超過 100 人]否 

[決標品項數]3 

[第 1 品項] 

[品項名稱]北區：含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及宜蘭縣市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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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劉承杰 

[預估需求數量]10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第 2 品項] 

[品項名稱]中區：含苗栗縣市、臺中市、彰化縣市、南投縣市及雲林縣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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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陳建霖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得標廠商 2] 

[得標廠商]陳俐君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得標廠商 3] 

[得標廠商]彭成達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得標廠商 4] 

[得標廠商]鄧國廷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第 3 品項] 

[品項名稱]南區：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市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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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趙俊雄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得標廠商 2] 

[得標廠商]李逸文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得標廠商 3] 

[得標廠商]蕭恩 

[預估需求數量]4 

[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1,200 元 

[決標金額]1,200 元 

[底價金額]1,200 元 

[標比大於等於 99%之理由]其他 ：單價決標 

[標比]100.0% 

[原產地國別 1]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得標金額 1]1,200 元 

[決標公告序號]001 

[決標日期]109/12/11 

[決標公告日期]110/01/15 

[執行現況] 全案已決標 

[契約編號]521090924 

[是否刊登公報]是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1 條之 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否 

[底價金額]9,600 元 

[底價金額是否公開]是 

[總決標金額]9,600 元 

[決標金額是否係依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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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勞務案 

[履約執行機關代碼]3.11.45 

[履約執行機關名稱]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機關主（會）計是否派員監辦]是 ，實地監辦 

[機關有關單位（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是否派員監辦]是 ，

實地監辦 

[附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