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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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政府(鄉、鎮)：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嘉義
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教育部體育署、
嘉義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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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21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標案編號

106-A-005

標案名稱

本學院 106 年「105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6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委託研
究案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900,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105/11/25 17:00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105/11/28 14:30

否
本學院 1 樓會議室

一、與招標標的有關者：
1. 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需出具該學術單位
參與本計畫之授權書或公文。
2. 法人、團體：為營利之法人者，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非營利之法人、團體需出具主管機關核發之立案證明書。
二、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1.

廠商資格
摘要

計畫主持人需具備副教授（含）以上資格，過去研究成果與本案
主題相關者為佳。
2. 研究團隊之專業知能或實務經驗，需涵蓋犯罪防治研究相關領域
（請檢附相關可供審核資料，如公開於系所網站之相關專長或資訊
等）。
三、非屬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內所定資格，但仍應附
具之其他文件如下：
1. 對於擬納入計畫書之成員，應先徵得當事人同意，以免因違反「採
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之一而喪失相關權利（如附切
2.
3.
4.
5.
6.

附加說明

結書 1）。
廠商內部之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措施之切結證明文件（如附切結書
2）。
投標廠商聲明書。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投標標價清單企劃書 1 式 10 份。
投標廠商應備文件審查表（本項宜予檢附，惟未附者，仍可由本
學院逕為審查）
詳細資訊以投標須知為最優先適用，請務必詳閱。

一、需求規劃內容有疑問者，請洽本學院分機 1702 楊小姐洽詢
二、第 1 次更正公告內容修改處為(1)評審小組 6 人改為 8 人、(2)企劃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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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份數自 8 份改為 10 份及(3)部分履約期限誤繕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應為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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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嘉義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5HA628C1

標案名稱

★新- 106 年度嘉義縣單親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計畫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1,5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5/12/02 09:00

開標時間

105/12/02 10: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本府員工消費合作社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領取或通訊購買標函費
新台幣 400 元整

開標地點

本府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或公私立研究機構。
二、國內立案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基金會或財團法人。
一、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本府員工消費合作社
二、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自領或通訊購買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日，自
備郵政匯票及回寄信封、郵資 72 元，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無效(電子
招標文件不得任意複製、抄襲、轉載、篡改)。
三、廠商之投標文件：以郵遞、專人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嘉義縣太保市
祥和新村祥和一路東段 1 號（發包中心科）或以郵遞寄嘉義縣朴子郵

附加說明

政第 80 號信箱。
四、依政府採購法第 60 條規定：「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派員到
指定之開標場所，以備依本法第 51 條、第 53 條、第 54 條或第 57 條
辦理時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
未派員到場依通知期限辦理者，視同放棄。」
五、廠商應附之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證廢止，不再採
用)廠商可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查詢登記資料，否則所投標的視為無效。
六、電子領標: 網址 http://web.pcc.gov.tw(政府電子採購網)。
七、本府提供審查投標廠商證件表僅供參考，請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
八、本案履約期限請依契約書規定期限履約。
九、本府發包中心科（電話：05-3620123 轉 271、傳真：05-3620092）

-5-

編號

3

機關名稱

雲林縣政府

標案編號

1052E10022

標案名稱

★新- 106 年度雲林縣海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補助計畫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3,749,225 元

截止投標

105/12/02 08:30

開標時間

105/12/02 10:00
招標文件費新台幣 200
元整（含圖說費）
，以郵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上班時間內本府政風處或
本縣採購中心發包課。

開標地點

本縣採購中心開標室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政匯票或現金為限，匯
票收受人請填寫『雲林
縣政府』
，每家廠商 1 次
購領最多以 3 份為限。

一、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1. 合法設立之社會福利團體，且捐助或組織章程需具有提供社會福利
服務項目。
2.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機構（含公私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基
廠商資格
摘要

金會）
二、投標時應附資格證明文件：
1. 社會福利團體：
(1). 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書。
(2). 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
2. 學術研究機構（含公私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基金會）：同意公文
或授權書。
一、採購單位聯絡人：採購中心發包課（詹弘宇）
，聯絡電話：05-5523220。
二、郵購招標文件者請自行估計郵寄時間，寄達本縣採購中心，郵購信封

附加說明

上請註明標的名稱並附回郵信封（郵資約 100 元）
，逾期或郵資不足皆
不予受理。
三、投標辦法請參閱本府投標須知及本案相關文件。
四、招標文件陳列於本縣採購中心發包課，免費公開閱覽。
五、1. 本招標案支援電子領標，使用電子領標之廠商（不得任意複製、抄
襲、轉載及篡改）
，投標時須提供當次電子領標憑據序號，未提供者，
經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 條規定通知廠商
現場（限 30 分鐘）說明確認。確實未電子領標者，視為不合格標。
2. 若前次招標因未達法定家數而再行公開招標時，如僅變更截止投標
期限、開標日期及時間，其他內容並無變更，廠商得援用前次送達之
投標資料投標，但押標金之有效期應作必要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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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開標時僅辦理資格審查，資格審查通過之廠商，評選時間及地
點本府將另行通知。
六、本案如有貪污或偷工減料等不法情事，請撥打本府政風處受理檢舉專
線：05-5322170 或將資訊傳真至 05-5327843 及電子檢舉信箱
ylhgad01@mail.yunlin.gov.tw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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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編號

4

機關名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106104
★新- 「106 年度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中區召集學校」徵求承辦廠商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2,6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5/12/05 14:3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5/12/05 12:00
100 臺北市中正區台北市
徐州路五號十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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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200 元

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設立登記之法人、學校、團體。
一、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大專校院應由學校出具公函，免附納稅證
明與信用證明文件。
二、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
廠商資格
摘要

之納稅證明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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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或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之非拒絕
往來戶證明文件。
【所出具由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金融機構出具之票
據信用查覆單，應加蓋查覆單位及經辦員圖章，否則無效】
等詳如招標文件。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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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ICDF-105-049
★新- 106 及 107 年翻譯(英、西、法、葡、阿文)專業服務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5/12/06 17:00
111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
路 62 巷 9 號 12 樓

開標地點

本基金會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預算金額

2,350,040 元

開標時間

105/12/07 10: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０

國內依法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團體或國內各大專院校、學術機構。
其登記或設立文件須具有與採購標的相關項目者(營業項目：翻譯業；營業
項目代碼：IZ04010)。廠商得於投標前至經濟部商業司建置之『全國商工行
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index.jsp)－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
統，下載列印登記資料，納入投標文件。

附加說明

電子領標亦可至本會官方網站(http://www.icdf.org.tw/採購訊息/採購公告（委
辦）)下載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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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機關名稱

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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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105-02-051
★新- 教育部體育署「106 年優化國際體育交流活動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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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
104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 樓開標室
105/12/08 17:00

7,000,000 元
105/12/09 14:0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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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廠商得以列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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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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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其他規定詳見招標文件。
二、對於標案內容若有疑問，請向本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 02-87711867 洽詢。
三、本案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免於招標前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
四、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該名單於開始評選前
予以保密。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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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機關名稱

嘉義市政府

標案編號

105269

標案名稱

★新- 私立東區非營利幼兒園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33,020,672 元

截止投標

105/12/19 09:50

開標時間

105/12/19 10:30
現場親自領取每份新台
幣 300 元整，郵購者應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本府工務處新工科(發包
中心)(地址：嘉義市東區
中山路 199 號 7 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附圖說文件費，受款人
為嘉義市政府之郵政匯
票，書明招標勞務名稱
並附回件大信封寫明收
件人姓名、地址及回郵
新台幣捌拾元整，於限
期內郵寄本府工務處新
工科(發包中心)，每件以
購三份為限【領標或郵
購者請自行估量準備投
標文件所需時間】

開標地點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本府 7 樓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基本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私立大專校
院。
2. 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
3. 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之財團法
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附加說明

一、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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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備註：餘詳投標須知、契約書及附件。
1. 嘉義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服務專線：（05）222-2770，傳真：（05）
2253150，地址：嘉義市郵政第七十七號信箱。
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電話：（05）2785132，檢舉信箱：嘉
義郵政第一之二十五號。
三、更正標案名稱：106 學年度嘉義市政府委託辦理「私立東區非營利幼
兒園」勞務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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