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8/24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提升學院教師學術績效電子報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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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二、地方政府(鄉、鎮)：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花蓮
縣吉安鄉公、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屏東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桃園市政府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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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24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標案編號

1040786

標案名稱

★新- 2015 年桃園古蹟日活動「老記憶•新地圖-發掘地方文史新活力!」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135,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8/26 17:00

開標時間

104/08/27 13:30
專人至本局二樓秘書室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開標地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 樓秘書室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

廠商資格
摘要

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出納繳納 200 元工本費
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
取文件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立案並合法納稅、能提供本採購案履約能力且無政府
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情形之建築師事務所、國內各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
構、立案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文史工作室、公司組織等廠商。
一、廠商資格摘要：
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立案並合法納稅、能提供本採購案履約能力且無

附加說明

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情形之建築師事務所、國內各大專院校、學
術研究機構、立案財團法人、立案社團法人、文史工作室、公司組織
等廠商。
二、投標時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影本務必清晰可辨）：
1. 登記證明或設立證明文件：
(1) 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證書、開業證書及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2)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或相當證明
文件)影本。
(3) 立案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法人登記證書影本獲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4) 文史工作室：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文史工作室登記證書影本。
(5) 公司組織：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證業自 98 年 4 月 13 日停止
使用，將以列印公開於目的是業主轉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例如
經濟部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2. 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應依規定繳納營業稅者，納稅證明文件為下列規定之一：最近一期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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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領統一發票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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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相關文件代之。
（營業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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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依法律規定之相關單位者免附）。
3. 信用之證明：
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
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
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學校及依法律規定之相關單位者免附)。
4. 投標廠商聲明書：請依式填寫並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三、公開取得檔領取方式及處所與公開取得檔售價及付款方式：
1. 電子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歡迎多加利用)
2. 專人至本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二樓秘書室出納繳
納 200 元工本費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取檔或以郵購方式購買(附限
時掛號回郵 72 元信封及郵局匯票抬頭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0 元整
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
「直轄市政府
及市縣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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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
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四、其他：
餘詳列投標須知及契約稿本及其它招標文件請各領標廠商於領標日起
至截止投標日前一日，每日再次查看本案是否有補充或變更等相關公
告，以確保自身權益。如非負責人出席應檢具委託出席授權書及出席
者身份證明。截止投標日或截止收件日，因故停止上班，以其次一辦
公日之同一截止投標或收件時間代之。開標日如遇不可抗力之災害，
本機關停止上班，無法如期開標時，開標時間由本機關另行電話或傳
真通知投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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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標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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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10
吉安「好客創意聚落」產業交流中心委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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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路二段 116 號
104/08/28 09:00

2,100,000 元
104/08/28 10:00

一、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須與本案採購性質相關且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
設立之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本所採購之法人、
機構或立案團體、公私立大學或學術機構。
二、檢附之證明文件：（影本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
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該證明，廠
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 廠商納稅之證明。
3. 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如會
員證。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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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1040971
2015 年馬祖新村活動中心開館活動及試營運規劃執行委託專業服務案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8,5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8/31 17:00

開標時間

104/09/01 11: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專人至本局二樓秘書室
出納繳納 200 元工本費
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
取文件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 樓秘書室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
一、投標廠商資格及登記證明文件：
1.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或相當證明文
件)影本。
2. 立案法人組織、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立
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3. 公司組織之專業機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另營業

廠商資格
摘要

事業登記證，業自 98 年 4 月 13 日停止使用，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廠商信用證明：
票據交換機購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
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投標廠商倘係政府機關
或公立大學者免附本項證明文件)。
三、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詳細說明如投標須知）。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

附加說明

一、投標廠商資格及登記證明文件：
1.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或相當證明文
件)影本。
2. 立案法人組織、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立案)
之證明文件影本。
3. 公司組織之專業機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另營業
事業登記證，業自 98 年 4 月 13 日停止使用，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廠商信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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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交換機購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
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投標廠商倘係政府機關
或公立大學者免附本項證明文件)。
三、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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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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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達課稅標準或依法免稅之廠商，仍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出具或核
章之相關證明文件。
3. 投標廠商倘係政府機關或公立大學者免附本項證明文件。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本投標文件所附之投標廠商聲明書中第一項至第十項
答「是」者，不得參與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該聲明
書未依規定填寫、裝封、遞送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五、公開取得檔領取方式及處所：[公開取得檔售價及付款方式]：
1. 電子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歡迎多加利用)
2. 專人至本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二樓秘書室出納繳
納 200 元工本費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取檔或以郵購方式購買(附限
時掛號回郵 72 元信封及郵局匯票抬頭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0 元整
（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轄市政
府及市縣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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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如非負責人出席應檢具委託出席授權書及出席者身份證明。
六、其他：
餘詳列投標須知及契約稿本及其它招標文件請各領標廠商於領標日起
至截止投標日前一日,每日再次查看本案是否有補充或變更等相關公
告以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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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機關名稱

屏東縣政府

標案編號

D104-062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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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肢體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8/31 17:30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預算金額

1,0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4/09/01 09:3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如附加說明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一、廠商資格摘要：
1. 基本資格：有能力辦理本標案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人民團
體，其組織章程或業務項目與委託辦理之社福項目相符者及相關學
術單位（大專院校）。
2. 注意事項：本案係辦理後續擴充，期限、金額及項目詳招標文件規
定。
一、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 親自購領：
自公告日起至開標前 1 日止，於每日辦公時間內逕向本府財政處庫
款支付科購領。
2. 通訊購領：
自公告日起自備回郵大信封，預先書妥收件人姓名、住址，並貼足
限時掛號郵資（票）新台幣 37 元，連同文件費（限郵政匯票註明受
款人為屏東縣政府）逕寄「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本府財政處庫款
支付科購領。
3. 電子領標：

附加說明

自公告日起至開標前 1 日止，自行連結「政府電子採購網」繳費下
載電子檔案。
4. 招標文件費：
光碟片乙份新台幣 50 元整。
二、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以郵遞寄達「屏東縣政府行政處採購品管科」或每日辦公時間內專人
送達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三、押標金、履約保證金額度：新台幣 0 元。
四、決標方式：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準用）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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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格審查合格廠商之評選會時間另行通知。
六、截止投標日或開標日本府因故(如天然災害等)停止辦公時，其截止投
標日與開標日均分別順延至該日之次辦公日。
七、為配合行政院核定 98 年 4 月 13 日起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自
即日起，營利事業登記證停止使用，請各投標廠商以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提出，另須檢附詳細營業項目資料，未檢附或檢附不齊
全者為無效。前述證明文件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
資料代之。
八、本案採不訂底價、固定金額、準用最有利標辦理，預算金額 100 萬元。
九、屏東縣政府 檢舉專線:（08）7330825。傳真專線:(08)7323654。檢舉信
箱:屏東郵政 20-6 號信箱。
屏東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電話：（08）7320415 轉 6611
法務部調查局 檢舉電話：(02)2918888 檢舉信箱：新店郵政 60000 號
信箱
屏東縣調查站 檢舉電話：(08)7368888 檢舉信箱：屏東郵政 60000 號
信箱

-9-

編號

5

機關名稱

南投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1005003G

標案名稱

★新- 南投縣托育資源中心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415,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9/01 09:00

開標時間

104/09/01 09: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開標地點

B 棟 2 樓(B2001)

660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費及購圖費新
台幣 300 元受款人為南
投縣政府之郵政匯票。
（得標與否均不退還）

經政府立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社團法人社會福利或慈善或文教機構/團體
廠商資格
摘要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或慈善基金會或文教基金會。
3. 設有幼兒保育或托兒教育或兒童福利或社會工作相關科系之學校。
4. 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團體，其任務宗旨載明從事兒童福利或社會福
利。
一、購領招標文件及地點：
1. 招標文件費及購圖費新台幣 300 元受款人為南投縣政府之郵政匯
票。（得標與否均不退還）
2. 書明招標採購名稱，回件信封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3. 招標文件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日【 8 月 19 日】起販售。
4. 回郵郵票壹佰元一併以限時掛號自本公告日起至 9 月 1 日上午
九時以前﹙請廠商自行估計時間﹚郵寄本府出納管理科。
5. 領取地點：本府為民服務科、出納管理科。
二、投標時間地點：

附加說明

1. 廠商之投標文件請自行估計寄達時間於 9 月 1 日上午九時前寄達
本府指定信箱，逾期無效(以郵戳為準)。
2. 親自送達者，請於 9 月 1 日上午九時前送達本府文書作業科（外
收發室），逾期無效。
3. 電子領標廠商需附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程式列印之憑據紙本。
三、其它：
1.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詳塡：延
遲付款配合縣庫調度。
2. 投標手續、廠商應備證件、押標金繳退及其他事項請閱南投縣政府
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一般採購案招標廠商投標須知及本府投標須知附
件。

-10-

3. 投標廠商於等標期限內應隨時注意本公告是否有『更正事項』。
4. 廠商標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5. 副本抄送本府出納管理科、採購中心、本府為民服務科、南投縣商
業會。
6. 訂約前依據本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04.05.13 投稅稅消字第 1040550696
號函示：請得標廠商確實依「南投縣政府暨所屬單位採購招標案件
訂約單位注意事項」至「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依契約性質開立印花稅
大額憑證繳款書」。
7. 有關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參閱
http://www.nantou.gov.tw/big5/download.asp?dptid=376480000AU160000
&catetype=01&cid=744
8. 104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時 30 分進行廠商資格審查，資格符合廠商
評選日期另行通知。
9. 是□ 否■ 本案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3 條規
定，若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當場改採限制
性招標
10. 是□ 否■ 本案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暨原住民族工作
權保障法施行細則（94 年 11 月 03 日修正）規定：依政府採購法第
49 條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公開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
報價或企劃書，於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敘明開放原住民及非原住民
廠商投標，且將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則合計 3 家以上合格廠商
投標即可開標，如原住民廠商未投標、不符合需要或原住民廠商之
標價超底價等無法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之情形，則作成紀錄後改
就全部投標廠商擇符合需要者比價或議價。
※本公告之內容於決標時，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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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1040985
★新-「104 年度桃園市文化創意產業平台輔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0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4/09/01 17:00

開標時間

104/09/02 13: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專人至本局二樓秘書室
出納繳納 200 元工本費
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
取文件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 樓秘書室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
一、投標廠商資格及登記證明文件：詳見「投標須知」
1.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或相當證明文

廠商資格
摘要

件)影本。
2. 立案法人組織、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立案)
之證明文件影本。
3. 公司組織之專業機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另營利
事業登記證，業自 98 年 4 月 13 日停止使用，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廠商信用證明。
三、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一、廠商資格及登記證明文件：
1.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證明文件(或相當證明文
件)影本。
2. 立案法人組織、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立案)

附加說明

之證明文件影本。
3. 公司組織之專業機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另營利
事業登記證，業自 98 年 4 月 13 日停止使用，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址
http://gcis.nat.gov.tw/main/indexC.jsp。
二、廠商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
室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投標廠
商倘係政府機關或公立大學者免附本項文件證明)
三、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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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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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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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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之。
2. 未達課稅標準或依法免納稅之廠商，仍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出具或
核章之相關證明文件。
3. 投標廠商倘係政府機關或公立大學者免付本項證明文件。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請依式填寫並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五、公開取得檔領取方式及處所與公開取得檔售價及付款方式：
1. 電子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歡迎多加利用)
2. 專人至本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2 樓〉二樓秘書室出納繳
納 200 元工本費後持收據再至秘書室領取檔或以郵購方式購買(附限
時掛號回郵 72 元信封及郵局匯票抬頭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0 元整
（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轄市政
府及市縣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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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
站之資料代之。例如：經濟部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如非負責人出席應檢具委託出席授權書及出席者身份證明。
六、其他：
餘詳列投標須知及契約稿本及其它招標文件請各領標廠商於領標日起
至截止投標日前一日,每日再次查看本案是否有補充或變更等相關公
告以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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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1042074
委託辦理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場地管理暨大同、中山區身心障礙者資
源中心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9/01 17:00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一號北區 2 樓社會局秘書
室

預算金額

39,403,319 元

開標時間

104/09/02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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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東北區 2 樓開標室
一、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或依法立案之人民團體，

廠商資格
摘要

其章程符合社會福利相關事項者。
二、依法登記或設立之學校，其設有與社會工作相關系所者。
三、依法登記或設立之社工師事務所。
四、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一、委託期間：自 104 年 9 月 1 日(決標日在後者，以決標日為準)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籌備期 6 個月併入委託期間計算)。
1.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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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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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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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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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電子領投標網址：http://web.pcc.gov.t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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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30 萬元。
2. 資格審查符合者，擇日辦理評選事宜，評選最優者，優先取得議價
資格。
3. 本案採固定服務費用(率)給付(詳實施計畫第捌條)。
4.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義，應於等標期之 1/4（不足 1 日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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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計）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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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4 年已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算金額為 1,651 萬 7,617 元；尚未完
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估需用金額為 2,288 萬 5,702 元，先行合併招標
簽約，預算案未經立法程序審議通過之（部分）標的應徵得本局同
意後始得履約，如因立法程序遭刪減須配合時就不足金額之情形，
得部分或全部無條件終止本委託案，且受託單位不得因此向本局求
償。
6. 本案將於公告後 1 至 2 週安排特定時段開放場地提供廠商現場會
勘，有關招標標的問題請洽身障會館張茵嵐小姐 2758-2856 轉分機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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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機關名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標案編號

104208

標案名稱

★新- 104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與團慶及表揚大會徵求承辦廠商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4/09/02 17:30
100 臺北市中正區台北市
徐州路五號十四樓

預算金額

1,8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4/09/03 10:3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200 元

開標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台北市徐州路五號十四樓研討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設立登記之公司、法人、學校、團體。
二、詳如投標須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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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標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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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Y-104-C009
★新- TYC-Campus 創新產業人才培育發展一般型計畫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9/03 17:00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預算金額

6,130,000 元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104/09/04 10:00

本局 2 樓會議室
詳附加說明
一、基本資格：
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設立之營利事業單位、立案之社會團體、完成法
人登記之法人組織或團體、國內各大專院校。
二、應附具之文件。
1. ㄧ般證明文件:
(1) 營利事業單位: 各該業登記或設立資格證明文件影印本廠商得

附加說明

自經濟部網站：http://gcis.nat.gov.tw/main/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下
載列印，另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
不再作為有效證明文件。
(2) 立案之社會團體:立案證書影本、組織章程影本。
(3) 完成法人登記之法人組織或團體: 法人登記證書、捐助或組織章
程。
(4) 國內各大專院校: 教育部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允許投標授權
書。
2. 投標廠商聲明書。
3. 標單文件(含採購標單兼切結書)。
4.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或免稅證明文件影本(投標
廠商如為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其他依法免稅之機關團體，應提供
己送主管機關稽徵機關收訖之最近一期機關團體及作業組織結算
申報書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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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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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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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5. 廠商信用之證明影本(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
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
用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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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1040817-2
★新- 104 至 105 年度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觀
音、新屋、龍潭)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4/09/15 09:00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預算金額

33,110,000 元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104/09/15 11:00

桃園市政府 8 樓 805 會議室
一、投標廠商資格：
1. 立案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辦理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者)。
2. 社會團體(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相關之團體)。
3. 國內設有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利、護理或社會工作相關科
系所之大專院校。
4. 國內設有幼兒保育相關科系之高中職學校。
5.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影本)。

廠商資格
摘要

二、應繳驗證明文件：(影本須蓋與正本相符並核大小章，如為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1. 投標廠商聲明書：依規定格式填妥並加蓋相關戳章。
2. 檢附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
(1)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辦理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者)：法人
登記證明書影本。
(2) 社會團體(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相關之團體)：立案登記證書影
本。
(3) 國內設有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利或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
之大專院校：
A. 教育部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
B. 學校同意參加投標本採購之文件正本。
(4) 國內設有幼兒保育相關科系之高中職學校：
A. 教育部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
B. 學校同意參加投標本採購之文件正本。
(5)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A.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開業執照影本)。
B. 最近 1 年之納稅證明文件。

附加說明

一、履約地點：
桃園市觀音區,桃園市新屋區,桃園市龍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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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廠商請以電子領標方式下載所有招標文件，本府不提供紙本領標作
業。(依政府採購法「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三、備註：
1.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
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一日者,以一
日計。
2. 機關以書面向請求釋疑之廠商答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一日答
覆。廠商如對招標文件內容有不明瞭事項,請逕洽本案招標機關洽辦
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03-3322101 分機 6322)
江煒鈞先生查詢,如對招標公告內容及電子領標文件傳送有不明瞭
事項,可洽工務局採購管理科(03-3322101 分機 6770)或撥打
0800080512(客服專線)查詢。
3.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逕洽洽辦機關：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訂約手
續。
4. 請各領標廠商於領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日前一日,每日再次查看本案
是否有補充或變更等相關公告,以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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