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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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二、地方政府(鄉、鎮)：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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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11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

標案編號

M05P7175

標案名稱

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效評核方式之研究」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980,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105/01/12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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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205 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財（社）團法人團體、公、協、學會。
二、公（私）立大專院校。
三、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105/01/12 10:00

一、投標廠商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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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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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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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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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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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函正本(附於投標文件內)代之：
1. 公（私）立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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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3.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二、本案需求規格聯絡人：邱臻麗小姐，電話：(02)85906877
三、本案履約期限：廠商應自決標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如於 104 年決
標，則履約期限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以前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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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南投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41003002E

標案名稱

★新- 南投縣 105 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計畫」委託研究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762,450 元

截止投標

105/01/14 09:00

開標時間

105/01/14 09: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開標地點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 127 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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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二、大專院校應出具教育部核准設立文件及印信啟用證明書之資格。
三、本計畫研究主持人應具備相關科系講師以上之資格(具有教育部核發之
相關資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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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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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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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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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廠商之投標文件請自行估計寄達時間於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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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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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契約財源係本府自籌，須配合縣庫資金狀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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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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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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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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府 104.5.13 投稅消字第 1040550696 號函示：「廠商得標後須
至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依契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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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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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是■ 否□ 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
通過後始決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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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機關名稱

南投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51005011E

標案名稱

★新- 南投縣政府 105 年度委託辦理性侵害被害人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預算金額

1,140,500 元

截止投標

105/01/20 09:00

開標時間

105/01/20 09: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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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地點

南投縣政府開標室
一、凡向政府立案合格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慈善基金
會或文教基金會，組織或捐助章程之宗旨符合社會福利服務項目，且
曾經接受或承攬政府部門委託辦理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業務，委託或契

廠商資格
摘要

約時間總達二年以上，並具備得承攬本採購之合格證件，無不良紀錄
者。
二、以及須聘僱執行本方案之專職社工員，其須為持有社會工作師執照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或曾修習社會工作相
關學分 20 學分以上者（所稱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及修習社會工作相關學
分之規定參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
條第 1、第 2、第 3 款之相關規定），且曾在社會福利相關機構從事社
會工作實務滿一年以上者。
一、105 年評鑑方式及考核標準將另案告知廠商配合辦理。
二、履約地點：本縣
三、購領招標文件及地點：檢附書明招標採購名稱，回件信封寫明收件人
姓名、地址。招標文件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日【1 月 9 日】起販售。
回郵郵票壹佰元一併以限時掛號自本公告日起至領投標期限前﹙請廠

附加說明

商自行估計時間﹚郵寄本府出納管理科。
四、領取地點：本府為民服務科、出納管理科。
五、投標時間地點：
廠商之投標文件請自行估計寄達時間於領投標期限前寄達本府指定信
箱，逾期無效(以郵戳為準)。親自送達者，請於領投標期限前送達本
府文書作業科（外收發室）
，逾期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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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
本案是否可能遲延付款：■否 □是， 可能遲延付款原因詳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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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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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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標
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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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府 104.5.13 投稅消字第 1040550696 號函示：
「廠商得標後須至南
投縣政府稅務局依契據性質開立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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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ig5/download.asp?dptid=376480000AU160000&catetype=01&cid=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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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機關名稱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104010118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辦理 105 年度大陸情勢相關議題國際研討會專業
服務案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預算金額

2,0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5/01/26 17:00

開標時間

105/01/27 14: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2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100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2 之 2 號 16 樓第三會議室

附加說明

之 2 號 16 樓企劃處

中華民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公立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一、投標者須繳驗以下證明文件，供資格標審查：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納稅證明。
2. 投標廠商聲明書（應逐項填寫，投標人欄位應加蓋廠商名稱及負
責人印章）及授權書。
3. 計畫書（內容及規格要求詳需求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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