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6/09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刊
提升學院教師學術績效電子報
各位老師您好~
本期電子報資料檢索範圍(機關別)包含：

一、 中央部會：教育部、衛生福利部、教育
部體育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臺灣省諮議
會、文化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地方政府(鄉、鎮)：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彰化縣政府、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採購處、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
網址：
http://web.pcc.gov.tw/tps/pss/tender.do?method=goSearch&se
archMode=common&searchTyp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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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相關機關部會計畫申請彙總表(截至 104/06/09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教育部

標案編號

1040069727

標案名稱

★新- 教育部委辦 104 年度大專校院聽障學生歡樂手語營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預算金額

2,5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6 17:00

開標時間

104/06/17 11:00
請自行至公共工程委員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開標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會政府採購公告系統電
子領標,或持隨身碟於截
止投標期限前至本部秘
書處採購及工程管理科
免費洽取

一、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1 式 3 份。
二、投標廠商聲明書。
三、投標標價清單。
四、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經內政部通過合法立案登記之民間團體(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學校免附)。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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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

標案編號

M04F5241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新- 104 年度「長期照護人力未來十年需求推估研究」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500,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付款方式
115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一、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 財（社）團法人團體、公、協、學會。
2. 公（私）立大專院校。
3.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4.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5. 經政府合法登記與本採購案有關之醫療機構（含醫院、診所）。

104/06/12 09:00

104/06/12 09:15

一、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廠商需提出資格文件影本繳驗，必要時機關
並得通知廠商提供正本供查驗。

附加說明

1. 與本採購案有關之登記或設立證明影本【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
之證明文件（如：法人登記證書）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
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之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上開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注意：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利事
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準此，投標廠商如以營利事業登記證作為資格證明文件，而無其他
足資證明之文件者，視為資格不符】
2. 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
3. 營業稅繳稅證明：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
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
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
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
文件。
4. 所得稅：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
依法應繳納營業稅者，應以提供營業稅繳稅證明為優先；營業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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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
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5. 前述相關證明，下列單位得以組織條例、規程之影本或准予投標之
二、公函正本(附於投標文件內)代之：
1. 公（私）立大專院校
2.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3.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三、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四、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一律電子領標，網址：
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本部不收費。
五、其他：
1. 本案規格聯絡人：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劉小姐【聯絡電話：
02-85907136】
2. 凡逾時送達或未載明採購案名、案號及投標廠商名稱，以致無法判
別為本標案者，皆視為無效標。
3. 投標廠商報價逾預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列為不合格標。
六、第 1 次更正公告：
1. 投標須知第八十八點、(四)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檢舉信箱，修改為
衛生福利部政風處─廉政信箱。
2. 延長等標期 1 日，截標日期改至 104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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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教育部體育署

標案編號

104-02-030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新- 本署 104 年度國際運動活力城市示範推動計畫委辦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付款方式
104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04/06/22 17:00

9,800,000 元
104/06/23 10:00

一、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1. 凡依法登記立案且具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公司、行號及其他經
政府立案設立許可之大專院校、學術單位、民間法人機構或人民團
體，備「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政府立案證
明文件、最近一期或前一期有效營業稅納稅證明文件，以及信用證
明-必須為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
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公立大專校院得免提證明。
2. 上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
廠商資格
摘要

印公開於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查詢資料代之。
3. 上列「最近一期或前一期有效營業稅納稅證明文件」，其屬營業稅
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
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
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
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
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
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
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附加說明

一、其他規定詳見招標文件。
二、對於標案內容若有疑問，請洽綜合規劃組林筠宸小姐(電話
02-877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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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標案編號

104053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新- 104 年度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訓練計畫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付款方式
40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5 樓會議室
104/06/15 10:00

6,794,200 元
104/06/15 10:30

一、投標廠商資格：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經核准立案之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及依法登記之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及團體（章程訂有辦理身心
障礙福利相關業務）。
二、計畫主持人及導師資格：
1. 計畫主持人及導師須具學士以上資格。
2. 主持人及導師均需檢附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三、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
（廠商需提出資格文件影本繳驗，必要時招標
機關得通知廠商提供正本查驗）：
廠商資格
摘要

1. 公私立大學校院：
(1) 須檢附學校同意辦理本採購案之公文（正本）。
(2) 投標廠商聲明書。3.投標廠商授權書。4.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2. 經核准立案之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依法登記之法人社會
福利基金會及團體（章程訂有辦理身心障礙福利相關業務）：
(1)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財團法人登記及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2) 團法人、社團法人設立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明（影本），其設立宗
旨與人才訓練有關者及前 1 年度決算書報主管機關核備之證明
文件。
(3) 最近 1 年內金融機構或票據交換機構無退票記錄證明（正本）
（以
票據交換所開具之證明文件為憑）。
(4) 投標廠商聲明書。5.投標廠商授權書。6.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附加說明

一、本案僅提供電子領標，不另提供書面文件親領或郵寄。供遞送之電傳
號碼/網址為：http://web.pcc.gov.tw/
二、本採購預算金額：679 萬 4,200 元整（為複數決標共 3 標）：
1. 北區-新臺幣 355 萬 6,000 元整。
2. 中區-新臺幣 196 萬 2,800 元整。
3. 南區-新臺幣 127 萬 5,400 元整。
三、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
資格文件 1 式 1 份、服務建議書 1 式 12 份。公開開標（資格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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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開標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_
時_30 分。
四、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依採購法不公開者免填)：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5 樓會議室。
五、本案無押標金。
六、決標原則：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準用最有利標。
七、本採購採：複數決標。
八、本採購決標方式為：分項決標（分北、中、南 3 區）
投標文件須於 103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前，以郵遞、專人送達至
下列收件地點：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5 號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秘書室。
九、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十、請廠商詳閱招標文件,本案承辦人及聯絡電話 04-22500810 鄧巧明
十一、請廠商隨時注意異動公告。
十二、此次更正公告為更正招標文件之投標須知及外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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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標案編號

B1040609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104 年全國健康操競賽活動計畫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1,800,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103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
付款方式
103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一、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依法登記立案之營利或非營利之公司、組織、團體、機關(構)或學校，
由個人名義投標者不予受理。
二、投標廠商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一份（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均需用印）。
2. 登記或設立證明。
3. 納稅證明。
三、如廠商未附招標文件之標單或未依標單規定填寫正體中文標價、蓋章

104/06/15 17:00

104/06/16 10:40

及標價塗改處未蓋負責人章者(後續議價、簽約、驗收及領款等相關文
件，除另有約定外，皆以標單之投標廠商蓋章為準)，為不合格標；標
價高於本署公告之預算金額或加註條件或所投計畫書中之計畫主題與
招標標的名稱不符時，亦為不合格標。
四、廠商標價以招標文件之標單為準，標價不一致時，以標單正體中文金
額為準。
一、招標規格聯絡人：
本署社區健康組，趙先生，電話：02-25220718
二、領取招標文件方式如下，請擇一領標：

附加說明

1. 本採購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廠商得以電子領
標方式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招標文件。
2. 請至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國民健康署秘書室)親取。
3. 請附 52 元回郵信封寄至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國民健康
署秘書室)索取。
三、其他檢舉受理方式：
1. 衛生福利部採購稽核小組－電子郵件：seliiz@mohw.gov.tw
2. 衛生福利部政風處－檢舉信箱：南港昆陽郵局 161-36 號信箱；檢舉
電話：02-85907904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廉政信箱：10399 台北郵局第 10-42 號信
箱；檢舉電話：02-2522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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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機關名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標案編號

nwda1040118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104 年度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客製化產訓合作專班-全職類群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6/18 17:00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預算金額

18,360,000 元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104/06/22 09:00

本分署 4 樓秘書室開標室
一、資格審查證明文件：
1.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依投標廠商性質擇一檢附）。
(1) 公私立大專院校或高中職學校立案證明書（影本）或學校出具同
意投標公文（正本）。（第 1 類廠商應檢附）
(2) 經勞動部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立案證明（影本）或由機構出
具同意參加投標之公文（正本）
。
（第 2 類廠商應檢附，第 3 類廠
商可選擇此項證明或職業訓練機構證明文件）
(3) 社團法人：登記立案證書(影本)、法院出具之法人登記證書（

廠商資格
摘要

影本）、機構章程（其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者）（影本）、負
責人當選證書（影本）（第 3 類廠商應檢附）。
財團法人：法院出具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機構章程（其設
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者）
（影本）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或
會議紀錄（影本）（第 3 類廠商應檢附）。
工（公）會：登記立案證書(影本) 、機構章程（其設立宗旨與
人才培訓有關者）、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4) 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明（影本）。（第 4 類廠商應檢附）
(5) 依法登記之公司組織，其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者（登記主管
機關發給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第 5 類廠商應檢
附）
二、餘詳投標須知。

附加說明

一、本案履約地點：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
連江縣」7 縣市。
二、104 年 5 月 29 日修正：
投標須知第廿三條(二)截止投標日期時間及第廿四條(一)1.開標日期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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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機關名稱

臺灣省諮議會

標案編號

TPCC10405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新- 「臺灣省議會歷任議長、副議長略傳編撰計畫」專業服務勞務採購
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952,875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付款方式
41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國內大學院校，且計畫主持人須為歷史、臺灣史相關領域之博士或副教授
（含）以上資格者。

104/06/16 17: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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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6/17 14:00

編號

8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標案編號

104HM10L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臺北市推動長青悠活站-健康促進與輔導方案」勞務採購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1,45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5 17:00

開標時間

104/06/16 10: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東南區 2 樓衛生局秘書室

每份新臺幣 200 元整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東南區 2 樓衛生局開標室
一、廠商資格摘要]：（投標時，請依廠商資格檢附下列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文件）
1. 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
(1) 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
(2) 章程。
2. 學校：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3. 其他業類或其他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一、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 專人領購：臺北市市府路一號東南區衛生局二樓秘書室洽購,每份工
本費新臺幣 200 元。
2. 郵遞領購：郵遞時程請自行考量,並檢附回郵"快遞郵資或限時雙掛
號郵資(180 元)"及信封。
3. 電子領標：請連線至網址 http://web.pcc.gov.tw/查尋本標案案名並下
載標單。
4. 廠商投標時請檢附服務建議書 1 式 8 份(正本 1 份、副本 7 份)。
二、廠商資格審查其他文件：
1. 人工領標收據或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附加說明

2. 廠商納稅證明。
3. 廠商信用證明。
4. 投標廠商聲明書。
三、餘請詳閱招標須知規定。
由票據交換所或其委託金融機構出具之第一類或第二類票據信用資
料查覆單，應加蓋「查覆單位及該單位有權人員、經辦員圖章，始為
有效」(註:以網際網路、語音、媒體批次、專屬網路查詢方式列印文件
者，皆不得作為證明之用途)。
四、押標金及保證金額度：本案不收取押標金及保證金。
五、注意事項：
1. 決標原則：本案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45 萬元，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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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9 款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非複數決標，本案投標廠商
須經資格審查合格後，始得進入評選作業，由本採購評選委員會以
「總評分法」方式評定，與評選結果優勝廠商，依序辦理議價後決標。
2. 本案預定決標日為 104 年 7 月 14 日。
3. 廠商提出疑義期限：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義，應於 104 年 6
月 10 日前，以書面送達招標機關請求釋疑；招標機關對前項疑義
處理結果，將於 104 年 6 月 12 日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廠商。
六、其他：
1. 本採購有關規定請詳閱各項招標文件。
2. 本標案未盡事宜者得依據政府採購法暨相關規定辦理。
3. 請各領標廠商自行核對，若有疑義請洽承辦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秘書室 賴泰蓉 電話：2728-7131 傳真：2722-2427；如針對履約內
容有疑義者，請洽業務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謝昀臻
小姐電話：02-2720-8889 轉 1806。

-14-

編號

9

機關名稱

文化部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10406081
★新- 文化部第 12 屆文馨獎頒獎作業勞務採購案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3,2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22 17:00

開標時間

104/06/23 14: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國內依法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學校、機構或團體均可參與投標。
二、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詳如投標須知。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採購科

一、本案提供電子領標：
請於截止收件前逕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http://web.pcc.gov.tw）

附加說明

下載招標文件。
二、郵件索取:請自行掌控往返郵遞時間.並請自備 A4 以上規格信封，貼足
回郵寄(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採購科收).另請
於信封上註明索取本標案招標文件名稱及案號等字樣。
三、請投標廠商於等標期限內注意本公告是否有更正事項。
四、其他：未盡事宜另詳本案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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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機關名稱

文化部

標案編號

10405297

標案名稱

「無障礙閱讀推廣計畫—文學講座與讀劇」採購案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4,0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22 17:00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採
購科

開標時間

104/06/23 11: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國內合法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學校或團體均可參與投標。
二、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詳如投標須知。
一、本案提供電子領標:請於截止收件前逕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eb.pcc.gov.tw）下載招標文件。

附加說明

二、郵件索取：
請自行掌控往返郵遞時間.並請自備 A4 以上規格信封，貼足回郵寄( 新
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採購科收)。另請於信封上
註明索取本標案招標文件名稱及案號等字樣。
三、請投標廠商於等標期限內注意本公告是否有更正事項。
四、[其他]：未盡事宜另詳本案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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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機關名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標案編號

1040609

標案名稱

★新- 「104-105 年常設展戲劇教育推廣計畫」採購案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833,338 元

截止投標

開標時間

104/06/16 14: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4/06/16 10:00
70946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
路一段 250 號

開標地點

本館行政典藏大樓 3 樓開標室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於上班時間內至本館行政典
藏大樓 1 樓服務台免費領取

【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之基本資格證明及投標文件】
一、投標廠商依分類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1. 公司、行號等：
(1)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不含營利事業登記證※得列印公
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全國商工行政服務

廠商資格
摘要

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main/index.jsp）】
(2) 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2. 國內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機構（含公私立大專院校）：
(1) 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公立學校免附）。
(2) 該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同意參與本案之授權書或公文(正本)。
3. 法人或團體：
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比(議)價單（正本﹞。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請投標廠商詳細檢視各聲明事項，並逐項確認後填列。
四、委託代理授權書（正本、無代理授權者免附，可於開標現場提出﹞。
五、企劃書 1 式 6 份。
一、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附加說明

於公告日起至截止投標日前，於上班時間內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行
政典藏大樓 1 樓服務台無記名領取，或採電子領標（逕由政府採購領
投標系統網站 http://web.pcc.gov.tw 下載招標文件）
，或以通信方式索取
光碟（以郵戳為憑，支付新臺幣 42 元郵資，註明領取案號、案名及收
件人姓名地址；另請自行估計郵遞時間，如有延誤投標或誤投，本館
概不負責)。
二、評審會議：
時間另訂，請於開標後洽詢承辦人鄭小姐，電話 06-3568889 轉 2231。
三、投標廠商應檢具比(議)價單，其填列之「投標總標價」視為廠商標價，
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金額或未提出標價或未檢具比(議)價單者，為投
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視為不合格標。投標文件有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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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建議書、企劃書、投標標價清單等之標價，請依投標總標價詳列標
價明細或清單。
四、本案報價之項目應含營業稅，爰投標廠商之比(議)價單、投標標價清
單、服務建議書或企劃書之報價視同含營業稅，得標廠商如屬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免徵營業稅者或自然人，機關
依決標價扣回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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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

機關名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標案編號

1040609-1

標案名稱

★新-「1895 開城門戲劇演出」採購案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663,65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6 10:00

開標時間

104/06/16 14: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70946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
路一段 250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本館行政典藏大樓 3 樓開標室

於上班時間內至本館行
政典藏大樓 1 樓服務台
免費領取

【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之基本資格證明及投標文件】
一、投標廠商依分類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1. 公司、行號等：
(1)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不含營利事業登記證※得列印公

廠商資格
摘要

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全國商工行政服務
入口網」（網址：http://gcis.nat.gov.tw/main/index.jsp）】
(2) 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2. 國內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機構（含公私立大專院校）：(1)法人登記
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公立學校免附）
。(2)該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同
意參與本案之授權書或公文(正本)。
3. 法人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比(議)價單（正本﹞。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請投標廠商詳細檢視各聲明事項，並逐項確認後填列。
四、委託代理授權書（正本、無代理授權者免附，可於開標現場提出﹞。
五、企劃書 1 式 6 份。
一、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附加說明

於公告日起至截止投標日前，於上班時間內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行
政典藏大樓 1 樓服務台無記名領取，或採電子領標（逕由政府採購領
投標系統網站 http://web.pcc.gov.tw 下載招標文件）
，或以通信方式索取
光碟（以郵戳為憑，支付新臺幣 42 元郵資，註明領取案號、案名及收
件人姓名地址；另請自行估計郵遞時間，如有延誤投標或誤投，本館
概不負責)。
二、評審會議：
時間另訂，請於開標後洽詢承辦人鄭小姐，電話 06-3568889 轉 2231。
三、投標廠商應檢具比(議)價單，其填列之「投標總標價」視為廠商標價，
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金額或未提出標價或未檢具比(議)價單者，為投
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視為不合格標。投標文件有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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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建議書、企劃書、投標標價清單等之標價，請依投標總標價詳列標
價明細或清單。
四、本案報價之項目應含營業稅，爰投標廠商之比(議)價單、投標標價清
單、服務建議書或企劃書之報價視同含營業稅，得標廠商如屬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免徵營業稅者或自然人，機關
依決標價扣回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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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機關名稱

彰化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0021005-036-2-6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勞務採購案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296,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6 09:00

開標時間

104/06/16 09:3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包中
心或電子領標
（http://web.pcc.gov.tw）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現場領標費用每份新臺
幣 200 元整；郵購者須
附回郵大信封(郵資 150
元)，於領標期限內寄至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
包中心收。

依法立案、登記或設立之公司行號、法人團體及公私立學校。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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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

機關名稱

彰化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0020702-031-2-6

標案名稱

★新- 彰化縣慶祝 104 年父親節暨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790,25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1 09:00

開標時間

104/06/11 09:3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包中
心或電子領標
（http://web.pcc.gov.tw）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現場領標費用每份新臺
幣 200 元整；郵購者須
附回郵大信封(郵資 150
元)，於領標期限內寄至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
包中心收。

合法登記設立之廠商(含公司行號、非營利法人團體、公私立學校)
一、彰化縣政府(政風處)廉能服務專線：0800-000-108；信箱：彰化郵局 23-4
號；電子郵件信箱：ethics@email.chcg.gov.tw。

附加說明

二、截止投標日或截止收件日為辦公日，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
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者，以其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
代之，截止投標期限、截止收件期限或開標時間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者
亦同。
三、受理廠商疑義、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李鴻偉）、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04)7532208。
四、評審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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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機關名稱

彰化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0021002-032-2-6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度促進視障按摩宣導計畫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874,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1 09:00

開標時間

104/06/11 09:3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現場領標費用每份新臺
幣 200 元整；郵購者須
附回郵大信封(郵資 15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包中
心或電子領標
（http://web.pcc.gov.tw）

開標地點

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經政府許可或登記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團體等。
二、公私立大專院校。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元)，於領標期限內寄至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
包中心收。

一、彰化縣政府(政風處)廉能服務專線：0800-000-108；信箱：彰化郵局 23-4
號；電子郵件信箱：ethics@email.chcg.gov.tw。

附加說明

二、截止投標日或截止收件日為辦公日，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
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者，以其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
代之，截止投標期限、截止收件期限或開標時間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者
亦同。
三、受理廠商疑義、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林惠慧）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電話：04-7532486、傳真：04-723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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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6

機關名稱

彰化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0021002-038-2-6

標案名稱

★新- 彰化縣 104 年度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穩定就業之雇主支持計畫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833,295 元

截止投標

104/06/11 09:00

開標時間

104/06/11 09:3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現場領標費用每份新臺
幣 200 元整；郵購者須
附回郵大信封(郵資 15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包中
心或電子領標
（http://web.pcc.gov.tw）

開標地點

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財團法人組織，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事項者。
二、社團組織，其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事項者。
三、公私立學校及醫療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事項經報請各該主
管機關核准者。

附加說明

一、彰化縣政府(政風處)廉能服務專線：0800-000-108；信箱：彰化郵局 23-4
號；電子郵件信箱：ethics@email.chcg.gov.tw。
二、截止投標日或截止收件日為辦公日，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
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者，以其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
代之，截止投標期限、截止收件期限或開標時間該日因故停止辦公者
亦同。
三、受理廠商疑義、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徐一瑛）、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04)7532481。
四、評審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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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於領標期限內寄至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彰化縣政府發
包中心收。

編號

17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標案編號

104HM30M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度臺北市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活動」勞務採購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736,8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1 17:00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一號東南區衛生局 2 樓秘
書室庶務股

開標時間

104/06/12 10: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每份工本費新臺幣 100
元整

開標地點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東南區衛生局 2 樓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時，請依廠商資格檢附下列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1. 學校：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2. 其他服務類或其他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一、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 專人領購：臺北市市府路一號東南區衛生局二樓秘書室洽購,每份工
本費新臺幣 100 元。
2. 郵遞領購：郵遞時程請自行考量,並檢附回郵"快遞郵資或限時雙掛

附加說明

號郵資(180 元)"及信封。
3. 電子領標：請連線至網址 http://web.pcc.gov.tw/查尋本標案案名並下
載標單。
4. 廠商投標時請檢附企劃書 1 式 8 份。
二、押標金額度：無。
三、注意事項：
1. 本案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73 萬 6,800 元整，依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及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採公開取
得、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決標，若投標廠商未達 3 家，業奉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2. 本案預定決標日為 104 年 7 月 10 日。
3. 廠商提出疑義期限：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義，應於 104 年 6
月 8 日前，以書面送達招標機關請求釋疑；招標機關對前項疑義處
理結果，將於 104 年 6 月 10 日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廠商。
4. 本案不收取押標金及保證金。
四、其他：
1. 本採購有關規定請詳閱各項招標文件。
2. 本標案未盡事宜者得依據政府採購法暨相關規定辦理。
3. 請各領標廠商自行核對，若有疑義請洽承辦人：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秘書室 賴泰蓉小姐 電話：2728-7098 傳真：2722-2427；如針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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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內容有疑義者，請洽業務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 吳
珮華小姐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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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8

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

標案編號

1663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高雄市坐月子到宅服務方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0,308,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104/06/25 10: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付款方式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討論室(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9 樓)

廠商資格
摘要

一、設有護理、幼兒保育及家政等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之大專院
校。
二、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醫療法人、社團法人及護理、幼兒保育、家事
等相關職業工會。
三、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

附加說明

104/06/24 17:00

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檢舉電話：0800025025；
電子信箱：eth@kcg.gov.tw；
檢舉信箱：高雄市郵政 2299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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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9

機關名稱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標案編號

1040624-2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三重三光公共托育中心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6/24 09:30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 1 段 161 號 4 樓(採購處
售標室)

預算金額

20,676,000 元

開標時間

104/06/24 09:4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上班時間內逕向本處售
標室繳交新臺幣 160 元
整後，憑據不具名領取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4 樓(採購處第一開標室)
一、廠商屬已立案之法人或團體，其業務範圍列有幼兒保育、幼兒教育、
兒童福利或兒童照顧等相關業務。
二、國內各公、私立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設有幼兒保育或幼兒教育等相關科
系之學校。
上開廠商資格應備文件詳如本採購案「投標須知-資格文件審查表」。
一、洽辦機關聯絡人：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黃小姐，電話為(02)29603456 分機 3676。

附加說明

二、異議受理單位：
本公告「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欄位因有字數限制，有關本採購案異
議受理單位之補充說明如下：本採購案係為新北市政府洽請新北市政
府採購處代辦之採購案件，依採購法第 75 條，受理廠商異議方式如下:
(1) 廠商如認為本案招標文件內容違反法令，致損害廠商權利或利益
者，得自本採購案公告之次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向新北市政府採
購處提出異議。
(2) 廠商倘認為新北市政府或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對於本採購案所作之
處置有違反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請逕向該處置機關提出
異議。
三、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 自行購領部份：
上班時間內逕向本處售標室(地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4 樓(東側)，電話：29603456#5658)繳交新臺幣 160 元整後，憑
據不具名領取。
2. 郵購部份：
(1) 劃撥：向郵局索取劃撥單填寫帳號:19485034、戶名:新北市政府
採購處、劃撥金額：新臺幣 265 元、於通訊欄填寫本採購案名、
案號後，辦理郵政劃撥、將劃撥收據註明採購案名之招標文件應
寄達之地址及收件人員姓名後，傳真至(02)2969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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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郵政匯票方式:向郵局購買新臺幣 250 元郵政匯票，以便條紙
填寫採購案名稱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郵寄至本處。
四、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4 樓(東側)採購處售標室(請自行
考量標單郵寄送達時間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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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0

機關名稱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標案編號

sab10411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需求服務調查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987,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5 17:00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一段 161 號 25 樓

開標時間

104/06/16 10: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本機關將於取得企劃書後，擇取形式審查通過、基本文件、資格文件符合
規定及企劃書內容、價格符合本機關需要者，故無開標程序
國內依法設立之大專院校或學術團體且設有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者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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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1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標案編號

1042078

標案名稱

★新- 委託辦理 104 年度早期療育社會工作人員暨專業人員研習訓練計畫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8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6/16 17:00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一號北區 2 樓社會局秘書
室

開標時間

104/06/17 09: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光碟每份現金 50 元；如
以匯票支付者，抬頭
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開標地點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東北區 2 樓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章程或營業項目或設有系所與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兒童發展、早期
療育、教育訓練、人力發展相關之：
1. 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
2. 學校。
一、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 現場領標：於投標截止日期期限前至本局秘書室購領
2. 郵購領標：函索標單需附中型回郵信封及標單工本費現金 50 元，
於截止收件期限前寄達「臺北市市府路 1 號北區 2 樓社會局秘書室」

附加說明

收(信封上請註明函索案號與標的名稱並請自行估計郵遞時間，如延
誤投標時效，由廠商自行負責)
3. 電子領投標網址：http://web.pcc.gov.tw
4. 採郵遞投標者：請於截止收件期限前投遞到「臺北市市府路 1 號北
區 2 樓社會局秘書室」(以本局收迄時間為憑，逾期寄達所投標單無
效)。
5. 採專人送達投標者】請於截止收件期限前送達「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北區 2 樓社會局秘書室」。
二、其他須知：
1. 履約保證金：依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 1 項 1 款免繳。
2.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義，應於等標期之四分之一（不足一日
以一日計）6 月 8 日期限前，以書面向本機關提出；該期限自公告
日起算。另本機關釋疑之期限將不逾截止投標日前一日。
3. 本案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 1 項 3 款規定辦
理公開取得企劃書，取最有利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方式辦理，如未
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企劃書者，將改採限制性招標。
4. 本案採固定服務費用給付(詳實施計畫第捌條)，資格符合者，擇日
辦理評審事宜， 擇符合需要者依序辦理議約。
三、有關招標標的問題請洽早療中心 27568852 黃湘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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