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醫療儀器設備交貨、驗收注意事項
一、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限內送達交貨通知單，待機關回覆交貨時間、地點後，得標廠商應於履約期
限內將『採購標的』送達院方指定場所，以辦理第一階段貨物點交及試運轉 7 日。
二、得標廠商請於履約期限內完成採購標的之安裝、試運轉，並辦理使用單位操作、保養教育訓練。
三、驗收程序及流程：本表相關表單請自行至本院網站下載。
下載路徑:(臺東醫院首頁→關於本院→各科介紹→總務室→檔案下載→醫療儀器設備交貨驗
收-第一階段文件」、醫療儀器設備交貨驗收-第二階段文件」)
（一）第一階段 貨物點交及試運轉
1.廠商函文通知交貨。
2.採購通知廠商交貨點交日期及時間。
3.於指定時間依據「醫療儀器點交檢核表」
，完成點交、安裝、需求單位約定試運轉期限，
並完成交貨紀錄表。
4.廠商完成需求單位操作保養教育訓練。
5.需求單位進行試運轉 7 日。
6.試運轉期間，廠商須準備驗收資料送採購、需求單位檢查。
（二）第二階段 醫療儀器功能驗收
1.試運轉結束，廠商繳交『儀器設備教育訓練簽到表』、『儀器設備試運轉報告單』(正
本)至採購單位。
2.試運轉合格，採購通知指定日期及時間辦理醫療儀器功能驗收。
3.於指定日期、時間及場所完成規格確認及功能驗收。
4.醫療儀器功能驗收合格，完成驗收紀錄表。
5.採購將驗收資料檢查完成通知廠商裝訂成冊（一式三份）。
四、聯絡人：採購-廖小姐

電話：089-324112 轉 1712

五、醫療儀器交貨及驗收需備資料：

1

傳真：089-343685

（一）第一階段：貨物點交及試運轉當日，請務必備妥下列文件：
註:交貨當日請攜公司大小章、並填妥醫療儀器交貨點交檢核表。
項
特別說明
品
項
數量
備
註
次
1.文件上必須明確註明廠牌、型
1 原廠出廠證明
X 1
號、序號(機器號碼)、出廠日期。
2.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1.文件上必須明確註明廠牌、型
號、序號、出廠日期、功能檢測數
原廠出廠檢測報
2
X 1
據及檢測合格證明。2.請加蓋公司
告
大小章。3.無法提供出廠檢測報告
者，請出具品質保證聲明書。
1.請提供原廠彩色型錄。
3 型錄
X 1
2.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醫療儀器總價不限金
1.需有關稅局文件簽發證明章或提
額，都必須繳交。
貨單。
2.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4 進口報關單
X 1
3.除報關金額外，其他資料切勿塗
消。
（台製免附）
請依標案規格含附件逐一表列或檢
5 交貨點收明細表
X 1
附出貨單。
醫療器材許可
1.效期仍須在有效期限內
６ 證、GMP/QSD 證明
X 1
2.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文件
（二）第二階段：功能試運轉期間，廠商需準備驗收資料送採購人員檢查
註:當日請攜已填妥之『儀器設備教育訓練簽到表』、『儀器設備試運轉報告單』(正本)。
項
特別說明
品
項
數量
備
註
次
1.儀器須吊掛簡易故障排除說明表
1.醫療儀器總價不限金
單。
額，都必須繳交。
2.儀器須黏貼廠商技術服務人員之
2.器械免附
名片。
中文版儀器設備
7
X 1
3.儀器設備使用手冊必須包含使用
使用手冊
操作說明、故障排除說明、消毒清
潔說明、線材收納方法。
4.進口輸入之儀器請另提供英文版
儀器設備使用手冊。
儀器設備維修手冊必須包含電(線)
中文版儀器設備
8
X 1
路圖、工程施工配線圖、電腦網路
維修手冊
配線圖等。
9 英文版(或原廠)
X 1
屬國內製造未外銷者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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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維修手
冊
醫療儀器總價不限金
額，都必須繳交。

10

簡易操作及故障
排除吊卡

X 1

11

使用單位『圖文
版：財產保管卡 』

X 1

12

使用單位『圖文
版：一級保養標準
作業流程』

X 1

13

使用單位『一級保
養卡』

X 1

14

15
16

使用單位『儀器設
備教育訓練簽到
表及教育訓練照
片』
使用單位『儀器設
備試運轉報告單』
醫工單位『圖文
版：二級維修檢測
標準作業流程』

X 1

1.正本繳交至採購。
2.教育訓練過程，請拍攝上課照片
(至少 6 張)

X 1

正本繳交至採購。

X 1

17

二級保養卡

X 1

18

保固保養排程表

X 1

19

保固保養單(廠商
檢查表)

X 1

20
21

醫療設備保固承
諾書
隨機附件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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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驗收前須將吊卡吊掛於儀器或提
供予使用單位。
2.故障排除卡須註明平日、假日及
夜間連絡電話。
1.必須包含採購標的物之主機及所
有零配件。
2.請依照"危害指數矩陣評分表"說
明，協助填寫危害指數矩陣分數及
相關保養及維護建議。
必須包含採購標的物之主機及所有
零配件之一般性簡易保養、消毒清
潔、儀器功能檢查。
依據『圖文版：一級保養標準作業
流程』
，請設計供使用單位勾選確認
用之保養步驟及檢查項目。

必須包含採購標的物之主機及所有
零配件之保養維護、儀器校正及功
能檢查。
吊掛於儀器，工程師依保養卡紀錄
保養維修日期及項目
1.請依驗收完成日期填寫預定保養
月份。
2.「校驗方式」勾選「免校」者，
請提供原廠免校驗證明乙份，並加
蓋公司大小章。
3.得標廠商於【保固保養排程表】
之〔校驗方式〕勾選（其它免校驗
類 別，另檢附設備免校驗證明書）
時，為配合本院儀器管理制度，請
提供「設備免校驗證明書」乙份（加
蓋公司大小章）。
檢查項目需依採購標的物之主件及
附件原廠手冊保養檢查項目規範執
行。

X 1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X 1

1.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醫療儀器總價不限金
額，都必須繳交。

22

消耗性附件明細
表

X 1

23

經常更換或主要
零件價格表(保固
期間)

X 1

2.無隨機附件者，請於空白處加註
『本次採購品項無隨機附件』。
1.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2.請務必註明消耗性附件之更換週
期。
3.無消耗性附件者，請於空白處加
註『本次採購品項無消耗性附件』。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請廠商務必提供所屬全部代理或銷
24 廠商通訊資料卡
X 1
售之品項，俾利本院建檔供做採購
參考使用。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25 驗收文件確認表
X 1
結果欄位勿填，由機關填選。
10 萬以上採購案必須繳交之驗收資料共計 25 項，請依序排列膠裝成冊(一式三份)，並將電子
檔案燒錄於光碟片，附在封底。
採購標的為器械者，項次 7、8、9、10 等資料可免附。
（三）上述必須繳交之驗收資料光碟片其內容檔案名稱，請依下列規則命名：
命名規則
公司大小章

檔案格式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1 原廠出廠證明.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血管攝影掃描儀-01-原廠出廠證明.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2-原廠出廠檢測報告.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2-原廠出廠檢測報告.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3-原版型錄.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3-原版型錄.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4-進口報關單.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4-進口報關單.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 05-交貨點收明細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5-交貨點收明細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6-醫療器材許可證、GMP/QSD 證
明文件.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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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6-醫療器材許可證、GMP/QSD 證明文件.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 07-中文版儀器設備使用手
冊.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免蓋

word 或 pdf 皆可

免蓋

word 或 pdf 皆可

免蓋

word 或 pdf 皆可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word 或 pdf 皆可

免蓋

word

免蓋

word

免蓋

word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word 或 pdf 皆可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7-中文版儀器設備使用手冊.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08-中文版儀器設備維修手冊.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08-中文版儀器設備維修手冊.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 09-英文版儀器設備維修手
冊.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9-英文版儀器設備維修手冊.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 10-簡易操作及故障排除吊
卡.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0-簡易操作及故障排除吊卡.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1-使用單位『圖文版：財產保管
卡 』.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1-使用單位『圖文版：財產保管卡 』.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2-使用單位『圖文版：一級保養
標準作業流程』.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2-使用單位『圖文版：一級保養標準作業流
程』.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3-使用單位『一級保養卡』.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3-使用單位『一級保養卡』.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4-使用單位『儀器設備教育訓練
簽到表及教育訓練照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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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4-使用單位『儀器設備教育訓練簽到表及教育
訓練照片』.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5-使用單位『儀器設備試運轉報
告單』.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免蓋

須轉成 pdf 格式

免蓋

word

免蓋

word

免蓋

word

免蓋

word 或 pdf 皆可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5-使用單位『儀器設備試運轉報告單』.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6-醫工單位『圖文版：二級維修
檢測標準作業流程』.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6-醫工單位『圖文版：二級維修檢測標準作業
流程』.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7-醫工單位『二級保養卡』.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7-醫工單位『圖文版：二級維修檢測標準作業
流程』.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8-醫工單位『保固保養排程
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8-醫工單位『圖文版：保固保養排程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19 醫工單位『保固保養工單(廠商
檢查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19-醫工單位『保固保養工單(檢查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0-醫療設備保固承諾書.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0-醫療設備保固承諾書.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1-隨機附件明細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1-隨機附件明細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2-消耗性附件明細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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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2-消耗性附件明細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3-經常性更換或主要零件價格
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須轉成 pdf 格式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3-經常性更換或主要零件價格表.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4-廠商通訊資料卡.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血管攝影掃描儀」，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4-廠商通訊資料卡.pdf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25-驗收文件確認表.pdf
例如：採購標的為「驗收文件確認表」，
檔案名稱，請命名為：
血管攝影掃描儀-25-驗收文件確認表.pdf

（四）請拍攝設備相片至少四張，包含主件及附件：前視、後視、左視、右視。相片需清楚可辨視
廠牌、型號，並燒錄於光碟片，並依下列規則命名：
備註：檔案名稱請依下列規則命名，
燒錄於光碟的相片項次

公司大小章

檔案格式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前視相片

免蓋

jpg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後視相片

免蓋

jpg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左視相片

免蓋

jpg

採購品項名稱(以合約書為主)--右視相片

免蓋

jpg




(驗收資料膠裝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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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驗收資料膠裝前，請務必送至採購單位檢查，確認無誤再進行裝訂成冊（一式三份）。
2. 驗收資料請盡量使用彩色印刷，以避免造成字樣模糊不清。
3. 各項繳交資料間隔請用色紙分隔，並須寫上相關項目及名稱。
4. 驗收文件膠裝成冊之封面為採購合約書封面，去除”合約書”三字，第二頁為頁碼表，文件排
序依據以上項次依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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