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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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竹
市政府、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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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6 檢索)
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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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14-8
106 至 107 年度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公設民營龜山托嬰中心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5/12/30 09:00
否

預算金額
開標時間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8,675,604 元
105/12/30 09:30

桃園市政府 8 樓開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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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之社會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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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相關科系之高中職學校。
5. 立案醫療或護理機構。
二、應附具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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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資格
摘要

1. 一般證明文件：
(1) 立案登記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辦理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者)：
A. 法人登記證明書影本。
B. 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影本。
(2) 立案之社會團體(社會福利或文化教育相關之團體)：
A. 立案證書影本。
B. 組織章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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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醫療或護理機構：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如開業執照
影本)。
2. 其他文件：投標廠商聲明書(依規定格式填妥並加蓋相關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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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約地點：桃園市全區。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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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8)
林毓芸小姐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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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案評選時間預計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中午 12 時進行，地點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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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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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16-2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6 年度桃園市平鎮親子服務站暨行動親子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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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

105/12/30 09:00
否

4,279,398 元
105/12/30 15:00

桃園市政府 8 樓 805 會議室
一、廠商資格：
1. 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教、醫療相關財團法人。
2. 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教、醫療相關社團法人。
3. 立案之人民團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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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及高中職院校。
二、應附具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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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投標文件：
(1) 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教、醫療相關財團法人：

廠商資格
摘要

A. 法人登記證書
B. 捐助章程（辦理事項應載有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
教、醫療相關事項）
(2) 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教、醫療相關社團法人：
A. 法人登記證書
B. 組織章程（辦理事項應載有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
教、醫療相關事項）
(3) 立案之人民團體：
A. 組織章程(辦理事項應載有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慈善、文
教、醫療相關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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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專及高中職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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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他文件：
(1)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2) 標單文件(含採購標單兼切結書)(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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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說明：

附加說明

1. 評選時間：本案訂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時 30 分辦理評選會議。
2. 評選地點：桃園市桃園親子館。
四、履約地點：桃園市全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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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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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辦
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03-3322101 分機 6320)
余典錡先生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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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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新竹市政府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1050289
★新- 新竹市政府 106 年度委託辦理「婦女館課程」實施計畫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6/01/05 09:30
(1)親自領取者自公告日起
至截標期限止，上班時間
至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購取(2)郵購者請購買抬頭

預算金額

1,644,128 元

開標時間

106/01/05 10:30

1.招標文件費 150 元，親
自領取者以現金支付；
郵購者以郵政匯票支

為「新竹市政府」之匯票
(金額為招標文件售價)，
並附大型回郵信封，將回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郵信封貼足郵票寄本府財
政處庫款支付科郵購。
（請
自行注意截標期限）(3)上
網領取:網址：http：
//web.pcc.gov.tw，請依政府
採購領投標作業規定繳交
領標費用。「電子繳交憑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付。(300 新竹市北區中
正路 120 號本府財政處
庫款支付科，自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止)2.上網
領取者:請依政府採購電
子領投標作業規定繳交
領標費用。

據」請列印併入標封投
送，憑據號碼須經核對符
合。
開標地點

300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20 號本府開標中心

廠商資格
摘要

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學校，無不良紀錄者(詳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
一、投標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
項 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
明文件)：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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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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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
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制度已於 98.4.13 起停止使用，不得作為資格
證明文件。)
2. 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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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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
1. 法人團體、法人機構：法人登記證；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
2. 設有相關科、系、所之學校：學校同意公文或授權書。
3. 投標廠商請附服務建議書；採電子投標之廠商，請將前開資料另行
寄送至本府收受投標文件地點。開標當日進行資格審查，評選事宜
另行通知，其他事項詳如投標須知、契約書等招標文件。
4. 檢舉受理單位尚有法務單位：新竹市政府政風處：地址：新竹市中
正路一二０號，電話：(03)5269193，傳真：(03)5247310；法務部廉
政署受理檢舉電子郵件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新竹調查
站傳真：(03)5385052；法務部調查局：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
華路 74 號，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電話：02-29177777，傳真：
02-291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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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機關名稱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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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21
★新- 106 年「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系列活動暨文宣行銷勞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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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
310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 2 樓會議室
106/01/05 17:00

2,680,000 元
106/01/06 09:00

一、投標廠商資格：

廠商資格
摘要

經政府合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司、合夥或獨資之行號、法人、機
構、團體、大專院校。
二、資格證明文件：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1) 公司、合夥或獨資之行號，請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得以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系統列印登記資料，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註：
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2) 非營利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機構或團體請檢附主管機關登記
或設立證明文件（國立大專院校得檢附授權書）。
2.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影本，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
前一期納稅證明代之。(非屬公司、行號者免附)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

附加說明

一、評選會議及簡報：106 年 1 月 6 日下午 14 時整，於本所二樓會議室。
二、請廠商自備簡報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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