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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別 文具類及其他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果漾自動鉛筆 同利書局 

2 HB自動筆芯 同利書局 

3 2B自動筆芯 同利書局 

4 原子筆 廢標 

5 上航中性筆 同利書局 

6 高級製圖無毒橡擦 新展昌行 

7 PLUS修正帶 同利書局 

8 PLUS修正替換帶 同利書局 

9 18K高級格紙 廢標 

10 標準信封 廢標 

11 高級筆記本 廢標 

12 民刑事狀紙 同利書局 

13 中頁紙 同利書局 

14 A4牛皮紙袋 同利書局 

15 布筆袋 同利書局 

16 秘書膠水 同利書局 

17 A4資料簿 新展昌行 

18 墨筆(卡式小楷) 廢標 

19 大楷毛筆 同利書局 

20 中楷毛筆 新展昌行 

21 小楷毛筆 新展昌行 

22 吳竹濃墨(黑) 新展昌行 

23 開明朱墨汁 新展昌行 



類別 文具類及其他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福臨豆腐宣紙 新展昌行 

25 毛邊紙 新展昌行 

26 美噹噹透明手提袋 新展昌行 

27 刀柄光面桌拍 新展昌行 

28 乒乓球 同利書局 

29 棋王象棋 同利書局 

30 超優軟質棋盤 廢標 

31 雙色象棋貼紙 廢標 

32 防水夾鏈識別套 同利書局 

33 眼罩 同利書局 

34 大三角口罩 同利書局 

35 耳塞 千弘實業有限公司 

36 大指甲剪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37 303護膝 流標 

38 206護腕 流標 

39 大手提袋 尚兆企業社 

40 帆布袋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41 剪梳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42 髮圈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43 髮夾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44 髮束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電器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飛利浦刮鬍刀 億晟行 

2 無敵刮鬍刀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3 飛鳥 3.5吋數位電視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4 佳視 4吋掌上型觸控數位電視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飛鳥 3.5吋 HD數位電視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6 二波段聽電視收音機 奕美電器 

7 JVC立體聲入耳式耳機 溢大有限公司 

8 無敵耳機 廢標 

9 勁頂電扇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無敵彩色電玩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11 飛鳥天線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12 飛鳥 3.5吋電視電池盒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13 轉接頭 奕美電器 

14 單頭延長線 奕美電器 

15 數位電視訊號線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16 收音機電池盒 美和縫袋機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塑膠五金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塑膠衣架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 曬衣夾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3 塑膠扇子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4 3M菜瓜布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5 洗衣刷 廢標 

6 果凍皂盒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7 環保分解袋 八鼎企業 

8 帆布袋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9 密封筒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0 毛巾架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1 藍白拖鞋 廢標 

12 防滑拖鞋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3 特大拖鞋 坤鋒商行 

14 小密封杯 廢標 

15 大密封杯 廢標 

16 塑膠保溫杯 廢標 

17 珠光口杯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8 塑膠菜盆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9 民復天井碗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0 民復美耐紅黑碗公-附蓋 廢標 

21 #304雅士碗 坤鋒商行 

22 不銹鋼高湯鍋 流標 

23 筷子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類 別 塑膠五金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大湯匙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5 小湯匙 廢標 

26 塑膠水桶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7 塑膠含蓋萬能桶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28 塑膠大洗臉盆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9 塑膠小洗臉盆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30 掀蓋式透明大置物箱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31 KH保鮮盒(2號) 坤鋒商行 

32 PE透明塑膠袋(小)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33 PE透明塑膠袋(大) 府潔實業有限公司 

34 茶桶水龍頭 廢標 

35 茶桶接管組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36 萬用箱 坤鋒商行 

37 透明滑輪整理箱 廢標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寢具衣物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七星短袖內衣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2 七星背心內衣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3 七星背心內衣(5L)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4 七星背心內衣(6L以上) 廢標 

5 七星長袖內衣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6 三槍短袖內衣 廢標 

7 三槍背心內衣 廢標 

8 黑盜柔軟平口褲 宏立商行 

9 甲組冰涼感平口褲 鋒品商行 

10 天皇平口褲 皇品事業有限公司 

11 保暖毛背心 永妙有限公司 

12 海鷗牌枕巾 瀚翔百貨有限公司 

13 白色襪子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4 毛襪 鋒品商行 

15 伊適柔大青對目竹涼蓆 廢標 

16 男短袖有領衫 廢標 

17 男長袖有領衫 廢標 

18 男夏季束口長褲 廢標 

19 男冬季束口長褲 廢標 

20 男休閒夾克 廢標 

21 黑(白)色休閒短襪 鋒品商行 

22 白色布鞋 流標 

23 三槍女短袖內衣 勝興百貨有限公司 



類 別 寢具衣物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女排汗麻紗內衣 永妙有限公司 

25 佳締女用胸罩 鋒品商行 

26 蘇菲亞舒適型胸罩 廢標 

27 蘇菲亞麻紗背心 永妙有限公司 

28 宜而爽女背心 勝興百貨有限公司 

29 蘇菲亞細綿中低腰 永妙有限公司 

30 花形的風采生理褲 永妙有限公司 

31 蘇菲亞女衛生衣 永妙有限公司 

32 YG女衛生褲 勝興百貨有限公司 

33 聯賀欣 PER襯墊 永妙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糕餅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Yu-Ki夾心餅系列 坤鋒商行 

2 可樂果 廢標 

3 營養口糧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4 甜心捲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5 盛香珍南瓜子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6 盛香珍香瓜子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7 森永牛奶糖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8 純正黑糖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9 義美小泡芙 廢標 

10 維一方糖 坤鋒商行 

11 酸梅粉 流標 

12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 坤鋒商行 

13 樂事新經濟包洋芋片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14 津鄉南瓜酥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5 香脆蠶豆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6 喜年來金牛角系列 坤鋒商行 

17 卡迪那洋芋片系列 坤鋒商行 

18 蔓越莓乾 永妙有限公司 

19 巧益蔬菜脆餅 順富商行 

20 茱蒂絲巧克力燕麥餅 鋒品商行 

21 德昌豆乾系列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22 LOTTE蛋黃派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23 孔雀餅乾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類 別 糕餅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小瓜呆脆笛酥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25 多力多滋玉米片系列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26 士力架花生巧克力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清潔保養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白人牙膏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2 德恩奈超氟牙膏 德恩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舒酸定牙齦護理牙膏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4 T.KI動感型牙刷 嘉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刷樂備長炭牙刷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6 德恩奈極淨細絲牙刷 德恩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7 海倫仙度絲去屑洗髮乳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 CK香水洗髮乳系列 台灣卡汶克萊國際有限公司 

9 澎澎咖啡因洗髮露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0 澎澎香浴乳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1 依必朗深層潔淨沐浴乳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2 MEN'S Biore麝香清新沐浴乳 流標 

13 MEN'S Biore深層柔珠洗面乳 流標 

14 CK-N95洗面乳系列 台灣卡汶克萊國際有限公司 

15 MEN男人香深層潔淨洗面乳 慶隆百貨行 

16 美琪藥皂 廢標 

17 JOHNSON'S嬰兒皂 慶隆百貨行 

18 素面毛巾(黃色) 廢標 

19 七星素色毛巾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20 雙鶴毛巾 慶隆百貨行 

21 妮維雅深層修護乳液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 雪芙蘭倍潤肌乳液 億晟行 

23 奈森克林粗軸棉花棒 千弘實業有限公司 



類 別 清潔保養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奈森克林細滑牙線棒 千弘實業有限公司 

25 雲采美容沐浴巾 慶隆百貨行 

26 活膚保溼化妝水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7 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8 妮維雅男士護脣膏 廢標 

29 白雪植物性椰子油洗碗精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30 
加倍潔尤加利+小蘇打防蟎潔白洗衣

粉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31 百吉牌平版式衛生紙 永妙有限公司 

32 春風抽取式衛生紙 坤鋒商行 

33 JOHNSON'S嬰兒爽身粉 廢標 

34 熊寶貝衣物柔軟精 奕万實業有限公司 

35 德恩奈清新雙效漱口水 德恩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6 保麗淨假牙清潔錠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37 保麗淨假牙黏著劑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38 康乃馨透氣超薄護墊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39 康乃馨御守棉(一般)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40 康乃馨御守棉(夜用加長)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速食沖泡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味味 A包麵 廢標 

2 維力素飄香包麵 嘉佑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 統一包麵系列*2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科學麵系列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維力炸醬麵 廢標 

6 阿 Q桶麵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味味一品 誠上承實業有限公司 

8 摩卡咖啡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9 古坑藍山咖啡系列 坤鋒商行 

10 麥斯威爾乾燥咖啡 坤鋒商行 

11 三點一刻奶茶 鼎荔實業有限公司 

12 馬玉山黑芝麻糊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13 桂格北海道特濃鮮奶麥片 廢標 

14 萬歲牌燕麥飲系列 廢標 

15 特級燕麥片 廢標 

16 雀巢全脂即溶奶粉 廢標 

17 紅牛脫脂奶粉 廢標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報紙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中華日報 大南門 

2 自由時報 大南門 

3 中國時報 大南門 

4 蘋果日報 大南門 

5 聯合報 大南門 

6 經濟日報 大南門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飲料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大布丁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2 左岸系列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3 純喫茶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4 統一陽光豆漿系列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5 糙米漿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6 飲冰室茶集系列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7 輕鬆小品 斌江食品有限公司 

8 極品限定調味乳 嘉霖食品有限公司 

9 小美冰團黑豆漿 晉丞通訊企業社 

10 蘋果西打 永妙有限公司 

11 也多力-乳酸飲料系列 永妙有限公司 

12 維大力汽水 永妙有限公司 

13 崇德發黑麥茶 坤鋒商行 

14 津津綠蘆筍汁 坤鋒商行 

15 味全香豆奶 廢標 

16 C&C氣泡飲 廢標 

17 FIN健康補給飲料 松盈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果汁 C系列 松盈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19 黑松立頓系列 松盈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黑松沙士 松盈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21 原萃日式綠茶 庭佑實業有限公司 

22 爽健美茶 庭佑實業有限公司 

23 舒跑運動飲料 廢標 



類 別 飲料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24 維他露 P活力微泡飲料 廢標 

25 波蜜葡萄汁飲料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6 每朝健康綠茶 庭佑實業有限公司 

27 美粒果系列 庭佑實業有限公司 

28 御茶園綠茶系列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29 悅氏梅子綠茶 庭佑實業有限公司 

30 咖啡廣場系列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阿薩姆奶茶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阿薩姆紅茶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 茶裏王系列 廢標 

34 統一麥香系列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5 統一麥香奶茶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6 統一蜜豆奶系列 廢標 

37 水事紀天然礦泉水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8 多喝水礦泉水 誠上承實業有限公司 

39 味丹心茶道系列 誠上承實業有限公司 

40 雀巢茶品檸檬茶 廢標 

41 愛之味麥仔茶 鋒品商行 

42 生活泡沫綠茶 鋒品商行 

43 生活冰系列飲料 鋒品商行 

44 生活泡沫奶茶 鋒品商行 

45 福樂高鈣低脂保久乳系列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46 波蜜果菜汁飲料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47 健酪乳酸飲料系列 寶生股份有限公司 

48 寶礦力水得 寶生股份有限公司 

49 奧利多水碳酸飲料 寶生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茶包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T世家黃金烏龍茶 廢標 

2 凍頂烏龍立體茶包 三元茗茶 

3 台灣霧社高山冰雪楓香烏龍茶 吟珊茶業 

4 杉林溪茶包 鋒品商行 

5 台灣高山茶 金順太有限公司 

6 七葉膽茶 鼎荔實業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消費合作社暨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07年百貨物品區域性聯合採購案開標結果一覽表 

類 別 罐頭類 

項次 品  名 得標廠商 

1 巧克力醬 永妙有限公司 

2 義香芝麻炸醬 鼎荔實業有限公司 

3 唯香豬肉鬆 唯香行 

4 新東陽豬肉鬆 永妙有限公司 

5 肉醬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6 遠洋鮪魚三明治 廢標 

7 蕃茄汁大沙丁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8 精燉牛肉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9 花生麵筋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0 特製紅燒鰻 慶峰行 

11 台糖玉米粒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2 辣油香筍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13 鮮美辣椒醬 鴻升食品有限公司 

14 廟口辣豆辦醬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5 寧記蒜蓉辣椒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6 五星上醬 廢標 

17 四季純釀造油膏 廢標 

18 四季釀造醬油 常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 金博家極品剝皮辣椒 廢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