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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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外交部外
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
二、地方政府(鄉、鎮)：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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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2/22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標案編號

IDIA105004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105 年全民外交研習營委外服務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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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80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具有本案履約能力之廠商。
二、具有經濟部營業代碼：92。
三、法人或團體。
四、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學術研究機構。

105/02/22 17:00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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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 元
105/02/22 17:30

編號

2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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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8
105 年度推動兒少福利與權益專案服務計畫勞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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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2/22 17:00

7,049,004 元
105/02/23 10:00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經政府合法登記與本採購案有關之公司、機構。
一、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廠商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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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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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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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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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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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得稅：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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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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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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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3.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四、本案僅提供電子領標，不另提供書面文件親領或郵寄。
五、上網領取：網址 http://web.pcc.gov.tw/。
六、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
1. 資格文件 1 式 1 份。
2. 服務建議書 1 式 15 份 。
六、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資格審查)時間：
民國_105__年_2_ 月_23__日_上_午 10_整。
七、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資格審查)地點：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5 樓會議室
八、本案無押標金。
九、投標文件須於 105 年 2 月 22 日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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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秘書室。
十、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十一、請廠商詳閱招標文件並請隨時注意異動公告。
十二、本案承辦人及聯絡電話 04-22502890 張雅嫻
十三、此次更正公告抽換招標文件-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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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1050801
陽明山地區人文歷史建築中英日文版影片製作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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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臺北市北投區台北市陽明山竹子湖路一之廿號

廠商資格
摘要

一、應為「政府採購法」第八條所稱之廠商。
二、廠商應具備下列證明文件：
1. 廠商資格為具有合法立案登記之公司或行號，並出具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屬法人機構者，出具法人登記證書；屬
學校機關者出具正式公函；屬「自然人」者，檢附身份證影本。
2.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校或經主管機關登記合格之公司、機
構、公會、協會、學會、財團法人機構之法人團體，登記或設立之
證明；為營利事業機構者，需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

105/02/24 17:00

105/02/25 10:30

文件(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另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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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非營利之法
人團體者，須檢附法人登記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3. 納稅證明文件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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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機關名稱

教育部

標案編號

1050020244

標案名稱

「105 年度技專校院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工作」採購案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預算金額

2,993,445 元

截止投標

105/02/25 17:00

開標時間

105/02/26 10: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請自行攜帶隨身碟至本部採
購及工程管理科免費拷貝

一、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公私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應用外語相關系
所，有能力服務南區(含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30
所技專校院及該區辦活動。
廠商資格
摘要

二、投標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1. 設立或立案之文件
2.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正本 1 式 3 份(決標後簽約用)。
3.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4.

投標標價清單正本（含經費表）。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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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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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資格
摘要

1041218-3
★新- 桃園市原住民族家庭之現況與福利規劃研究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5/03/08 09:00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預算金額

1,500,000 元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105/03/08 09:30

桃園市政府 8 樓開標室
一、基本資格：凡具本案採購履約能力之公司、合夥、獨資之工商行號或
其他得提供勞務之法人、機構、團體或公(私)立大學，且無政府採購
法第一百零三條各項情形之合法廠商者。
二、應附具之文件：
1. 投標廠商聲明書。
2. 採購標單兼切結書。
3. 一般證件：
(1). 依法核准設立之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
A. 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B. 廠商納稅證明。
C. 廠商信用證明。
(2). 得提供機關採購之法人、機構或團體：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公(私)立大學：核准設立公函影本。
一、履約地點：桃園市全區。
二、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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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三、備註：
1.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洽辦機關請求釋疑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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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逕洽本案洽辦機關單
位：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秘書室(03-3322101 分機 6691)高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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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0~6771)或撥打
0800080512(客服專線)查詢。
3.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逕洽辦機關：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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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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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

標案編號

1050216S0016

標案名稱

★新-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跨域加值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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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廠商資格
摘要

預算金額

6,6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5/03/11 11: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付款方式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3 樓西南區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開標
室(二)
105/03/11 10:00

一、非營利性之國內合法登記立案之財團法人。
二、學術機構或大專院校或團體組織或。
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業項目代碼包含 J801030 競技及休閒
運動場館業、J802010 運動訓練業、J803010 運動表演業、J803020 運動
比賽業、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I103060 管理顧問業、I401010 一般
廣告服務業、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J601010 藝文展覽業或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或其他與本
案標的相關之登記項目之公司組織。(應檢附證明詳投標須知)
一、本次招標第 1 次更正公告，更正事項如下：
1. 延長等標期 3 天，共計 21 天。
2. 以上變更文件異動：投標須知附錄七投標封套。
3. 廠商疑義截止時間展延至 105 年 2 月 24 日。
4. 已購領招標文件之廠商，即日起請自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網址：
web.pcc.gov.tw/）下載更正之招標文件，不另索費。
5. 其餘事項仍依原招標文件及刊登於 105 年 2 月 19 日採購公報之招標
公告內容辦理。

附加說明

二、收受投標文件時間：
1. 採書面投標者請於上班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內送達。
2. 採電子投標者應利用網址：http://web.pcc.gov.tw/ 投標。
3. 截止期限者視為不合格。
三、大陸地區廠商得否參與：不得。
四、其他：
1. 洽辦機關名稱(承辦人及地址、電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中心(吳
心如/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電話為 02-2570-7017 分機 2406。
2. 決標後訂約、履約管理及驗收等後續相關事宜由洽辦機關辦理。
3. 開標方式：一次投標不分段開標。
4. 招標文件內容疑義：投標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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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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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3 月 7 日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廠商。
5. 預定決標日期：開標後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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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

標案編號

M05D2228

標案名稱

★新- 105 年度「志願服務調查研究計畫」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434,000 元

截止投標

105/03/04 09:00

開標時間

105/03/04 10:15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開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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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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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護理、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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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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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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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約期限：廠商依下列各期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1. 第一期工作項目：
自決標日起一個月(日曆天)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第一期工作項目之
供應。
2. 第二期工作項目：
自第一期工作項目機關審核無誤後五個月(日曆天)（扣除相關審查
期間)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第二期工作項目之供應。
3. 第三期工作項目：
自第二期工作項目會議驗收合格後四個月(日曆天)（扣除相關審查
期間)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第三期之供應。
4. 第四期工作項目：
自第三期工作項目會議驗收合格後一個月(日曆天)（扣除相關審查
期間)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第四期工作項目之供應。
三、規格聯絡人：莊小姐，電話：02-8590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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