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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消費合作社販售物品報價單 

類別：一般類                                            填表日期：107年  月  日 

項次 品名 廠牌 規格 單位 報價 決標原則 

1 飯友大土豆麵筋 頂裕 170g 罐  最低價 

2 雞肉飯料罐 遠洋 110g 罐  最低價 

3 廣大利皮蛋、鹹蛋 廣大利蛋品 220g/4粒入 盒  最低價 

4 家香豬肉鬆 晟祐 300g 包  最低價 

5 純正黑糖 聯泰 500g 包  最低價 

6 金蘭醬油 金蘭 850ml 瓶  最低價 

7 金蘭甘醇油膏 金蘭 590ml 瓶  最低價 

8 卡迪那 聯華食品 76–82g 包  最低價 

9 可樂果 聯華食品 105g 包  最低價 

10 義美夾心酥 義美 152g 包  最低價 

11 驚奇餅乾系列 Aji 280g 包  最低價 

12 鄉親牛舌餅 鄉親 110g 包  最低價 

13 蘇打餅 聯泰 200g 包  最低價 

14 原味地瓜酥 聯泰 320g 包  最低價 

15 鱈魚香絲 珍珍 125g 包  最低價 

16 Yu-Ki夾心餅系列 Yu-Ki 150g 盒  最低價 

17 饌味房花生系列 正味軒 180~190g 包  最低價 

18 喜年來薄餅系列 喜年來 120g±4.5％ 盒  最低價 

19 黑熊菜脯餅 鑫豪 110g 包  最低價 

20 翁財記蒜味蠶豆 翁財記 300g 包  最低價 

21 喜年來金牛角 喜年來 60g±4.5g 盒  最低價 

22 家維軒蜜汁豬肉乾 家維軒 120g±4.5％ 包  最低價 

23 喉立爽爽喉軟糖系列 喉立爽 30g~37.5g 包  最低價 

24 張君雅小妹妹系列 維力 80g 包  最低價 

25 永和豆（米）漿系列 永和 350ml 瓶  最低價 

26 黑松沙士 黑松 600ml 瓶  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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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 規格 單位 報價 決標原則 

27 立頓原味奶茶系列 黑松 300ml 瓶  最低價 

28 波蜜果菜汁 BCE 久津 250ml 瓶  最低價 

29 泰山黑糖八寶粥 泰山 340g 罐  最低價 

30 泰山花生仁湯 泰山 320g 罐  最低價 

31 雀巢檸檬茶(鋁箔包) 愛之味 300ml 瓶  最低價 

32 UCC濾掛式咖啡系列 優仕 8g/12入 盒  最低價 

33 芝麻堅果飲、核桃紅豆燕麥飲 萬歲牌 10入 袋  最低價 

34 原祖雞汁麵 維力 70g 包  最低價 

35 統一包麵系列 統一 60–93g 包  最低價 

36 維力炸醬麵 維力 90g 包  最低價 

37 素飄香包麵 維力 85g 包  最低價 

38 一度贊 維力 200g 碗  最低價 

39 阿 Q桶麵 統一 98–107g 碗  最低價 

40 麥維爾燕麥片 吉利高 400g 包  最低價 

41 風城炊粉 農耕牌 70g 包  最低價 

42 大乾麵系列 維力 110g 碗  最低價 

43 黃金烏龍立體茶包 桔揚 2.8g/40包 包  最低價 

44 翠金綠茶立體茶包 桔揚 2.8g/40包 包  最低價 

45 世家冷泡茶烏龍茶 桔揚 2.5g/20入 袋  最低價 

46 伊必朗抗菌沐浴乳 伊必朗 700ml 瓶  最低價 

47 飛柔洗髮精 寶僑 400ml 瓶  最低價 

48 海倫仙度絲洗髮乳 寶僑 400ml 瓶  最低價 

49 妮維雅男性洗面乳 妮維雅 100g 條  最低價 

50 膠原美研洗面乳 台鹽 110g 條  最低價 

51 妮維雅止汗乳膏 妮維雅 40ml 瓶  最低價 

52 美琪藥皂 美琪 100g 個  最低價 

53 衣物香氛袋 花仙子 3入 組  最低價 

54 七星素色毛巾 七星 S-105 條  最低價 

55 依必朗洗衣精 伊必朗 1200ml 瓶  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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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衣物柔軟精 毛寶 500g 瓶  最低價 

57 依必朗抗菌洗碗精 依必朗 1000ml 瓶  最低價 

58 塑膠保溫杯 寶石 600Ccc 個  最低價 

59 耐熱密封杯 民復 650Ccc 個  最低價 

60 大水瓢 民復 19cm×9.5cm 支  最低價 

61 吉祥（8吋）筷 伊適柔 10雙入 封  最低價 

62 不銹鋼碗 伊適柔 16cm 個  最低價 

63 棉紗手套  20兩 打  最低價 

64 衣架（不含夾） 辰強 215mm×420mm/5入 組  最低價 

65 指甲刀 伊適柔 大 支  最低價 

66 手提吸管太空瓶 伊適柔 2000ml 個  最低價 

 

備註： 

一、請以完稅及含運費報價。 

二、比價時以單項最低價者取得該項供貨權。 

三、報價時如無該項貨品，該項貨品得免填報。 

四、提醒您詳閱投標須知及契約相關內容。 

五、報價時需一併填寫市價及廠牌、規格。 

六、報價時小數點勿超過一位數（若有超過二位數僅取一位）。 

七、評選方式標示採評選制之項目需提供樣品。 

八、採現場評選之項目，請報價廠商自行填寫廠牌及規格。 

 

 

報價廠商：（蓋店章）                 地址： 

 

 

 

負 責 人：（簽 章）                  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