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監獄消費合作社 106 年招標品項、編號訂正公告 
公告日期:106年 04月 01日 

主旨:訂正本社 106年度各類百貨品項錯誤更正公告。 
訂正品項公告: 
一、 更正本社 106年度百貨招標之「附件下戴」。日用品類(日常用品類) 附件七之品

項應為 48項(少輸入 1項物品補正)。 

二、 招標標件內之百貨「日用品類商品比價表」，編號:14，品名-日常用品類(清潔用

品類)頁次:1，【編號 748(錯誤)-品名:去角質美白霜】，更正為【編號 A748(正確) 

-品名:去角質美白霜】。 

三、 如有問題請電詢本社採購:許晉瑞先生，洽詢專線:(03)9894695。 

四、 補正處如下: 

(一)、補正處-附件下戴 

日用品類(日常用品類)        附件 7 

類別 編號 品名 製造廠商 規格 單位 

日用品類 1 扁線牙線棒 洽好國際 240支±3% 壹盒 

日用品類 2 螺旋棉棒 洽好國際 200支入 壹盒 

日用品類 3 保麗淨假牙黏著劑 荷商葛蘭 60g 壹條 

日用品類 4 保麗淨假牙清潔錠 荷商葛蘭 36片 壹盒 

日用品類 5 勁爆族休閒杯 民復 1000ml 壹個 

日用品類 6 舒潔抽取式衛生紙 舒  潔 110抽 壹包 

日用品類 7 可麗舒抽取式衛生紙 金百利 120抽 壹包 

日用品類 8 春風衛生紙 正隆 120抽 壹包 

日用品類 9 洗寶洗潔精 台塑關係 500cc 壹瓶 

日用品類 10 抗菌洗衣精(補充包) 毛  寶 2000g 壹包 

日用品類 11 牡丹洗衣粉 台塑關係 410g 壹包 

日用品類 12 耐熱密封杯 民復 650cc 壹個 

日用品類 13 小湯匙(美耐皿) 民復 14cm 壹支 

日用品類 14 妮維雅潤膚乳液 妮維雅 400ml 壹瓶 

日用品類 15 妮維雅爽身乳膏 妮維雅 40ml 壹條 

日用品類 16 依必朗柔絲牙刷 依必朗 柔絲 壹支 

日用品類 17 大湯匙(美耐皿) 民復 23cm 壹支 

日用品類 18 嬰兒柔濕巾 奈森克林 80抽 壹包 

日用品類 19 不銹鋼碗 ＃304直徑 15cm*高 7.5cm 壹個 

日用品類 20 透明水桶(12L) 震嶸塑膠 
材質：聚丙烯(P.P)D32

×H24cm 
壹個 

日用品類 21 廁所刷 不  限 圓頭 40cm 壹個 



日用品類 22 塑膠罐 不  限 1公升 壹罐 

日用品類 23 鍋霸燜燒杯 鍋 霸 500cc 壹個 

日用品類 24 雙夾衣架 不  限 約 40cm 壹支 

日用品類 25 不鏽鋼隔熱碗+蓋 不限 
18*8.5cm   材質 304  

上蓋加強釦點 
壹個 

日用品類 26 百利抗菌菜瓜布 美商 3M 
(11.4*7.6*2.5公分)*

二片 
壹組 

日用品類 27 臉盆 不  限 材質：塑膠 36cm 壹個 

日用品類 28 紙杯 不  限 520cc 壹個 

日用品類 29 垃圾袋（大） 不  限 
材質：PE高密度

86(w)*100(l)9張 
壹包 

日用品類 30 垃圾袋（小） 不  限 
材質：PE高密度

45(w)*56(l)cm30張 
壹包 

日用品類 31 鐵木筷子 不  限 23cm 壹雙 

日用品類 32 水果護唇膏 曼秀雷敦 3.5g 壹個 

日用品類 33 塑膠宮扇 不  限 
扇面直徑 22公分 

壹支 
柄長 11.8公分 

 

日用品類(日常用品類)        附件 7-1 
類別 編號 品名 製造廠商 規格 單位 

日用品類 34 洗衣刷 不  限 塑膠 壹個 

日用品類 35 枕頭巾 榮輝 編號 A318 54*76cm 壹件 

日用品類 36 刷樂曲線纖柔牙刷 刷樂 SAA-S006-1 壹支 

日用品類 37 水晶皂盒 東隆 54g 壹個 

日用品類 38 漱口杯 東隆 500cc 壹個 

日用品類 39 耳塞 3M 聚氨基甲 壹盒 

日用品類 40 日式極吸水擦拭布 生活老媽 40x40cm 壹條 

日用品類 41 聯賀欣 PER襯墊 聯賀欣 180*60cm*5.5mm 壹件 

日用品類 42 船型襪 唯多麗亞 21837 壹雙 

日用品類 43 HANG TEN休閒襪 得展襪業 
M53804 棉 80%橡膠 5%

彈性纖維 15% 
壹雙 

日用品類 44 舒眠眼罩 靓航 
QZ-100雙層綿布

10*20cm 
壹個 



日用品類 45 面霜 雪芙蘭 60g 壹瓶 

日用品類 46 不銹鋼內膽保溫冷熱飲桶 鎰  滿 15公升 ym-9905 壹組 

日用品類 47 不銹鋼內膽保溫冷熱飲桶 鎰  滿 13公升 ym-9903 壹組 

日用品類 48 不銹鋼內膽保溫冷熱飲桶 鎰  滿 10公升 ym-0755 壹組 

 

 

(二)、補正處-日用品類商品比價表【編號 748(錯誤)】，更正為【編號 A748(正

確)】。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消費合作社 
                                                   編號：14 

                                                   製表日期：106年 5月 25日 

品名：日用品類(清潔用品類)      106年度百貨類商品比價表          頁次：1 

編號 品        名 廠  牌 規  格 
數量

單位 

105年 8月

至 106年 5

月本社販

售數量 

單  價

(元) 
備註 

A748 去角質美白霜 兆龍 200ml 壹瓶 新品   

749 去屑止癢洗髮乳 耐斯 700ml 壹瓶 新品   

750 抗屑冰涼洗髮精 曼秀雷敦 550ml 壹瓶 新品   

751 活炭深層沐浴乳 曼秀雷敦 650ml 壹瓶 新品   

752 超保濕洗面乳 雅芳 150g 壹瓶 1167   

753 牙周適牙齦護理牙膏 葛蘭素史克 90g 壹條 新品   

754 男性淨痘、淨白洗面乳系列 寶儷 120ml 壹條 719   

755 080鋅炭淨化沐浴乳 澳斯麗 850g 壹條 1794   

756 澎澎香浴乳 耐  斯 850g 壹瓶 1446   

757 美琪沐浴乳 美淇 1000ml 壹瓶 2024   

758 N-95茶樹抗屑洗髮乳 卡汶克萊 1000ml 壹瓶 1720   

759 黑人亮白牙膏 好來化工 160 g 壹條 7257   

760 舒酸錠双效牙齦護理配方牙膏 荷商葛蘭素 120 g 壹條 1585   

761 海倫仙度絲 寶僑家品 400ml 壹瓶 1723   

762 嬌生嬰兒皀 嬌生股份 150g 壹塊 2013   

763 美琪藥皀 美琪 100g 壹塊 4448   

764 透明樟腦素皂系列 法寶 60g 壹個 新品   
注意事項： 

1.本表得標之廠商若未依限送貨者及品質規格不符，本社得辦理退貨。 
2.送入過期品或不新鮮品者，經本社發現，本社將停止進貨，如因此使
買受人產生病痛者，本社並將循法律途徑追溯法律責任。 

3.各項食品，除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外，並依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5月 28日署授食字第 1001301729號文函公告「塑化劑污染食品之處
理原則」辦理，否則得予退貨。 

4.保存期限應以製造日期未逾二分之一者為限，以保持品質，否則視情
況退貨。 

廠商名稱：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地址： 

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