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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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二、地方政府(鄉、鎮)：新竹市政府、新竹縣竹東
鎮公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金
門縣政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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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3 檢索)
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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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5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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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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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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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請列印併入標封投
送，憑據號碼須經核對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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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自領取者以現金支付；
郵購者以郵政匯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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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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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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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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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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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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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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關名稱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1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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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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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
310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 2 樓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投標廠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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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5 17:00

106/01/0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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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編號

3

機關名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C05112
★新- 106 年「輔導建構職能導向課程計畫」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6/01/13 17:00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一路 100 號本分署行政大
樓 1 樓秘書室

預算金額

2,583,000 元

開標時間

106/01/16 14: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免付費

開標地點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 100 號本分署行政大樓 3 樓 302 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第一類：公、私立大專校院或研究機關（構）。
第二類：依法設立之營利事業機構。
第三類：立案之法人、團體等。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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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機關名稱

金門縣政府

標案編號

A94481

標案名稱

★新- 106 年度金門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委託專業服務計畫案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

截止投標

預算金額

2,5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6/01/16 09:00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106/01/13 17:00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3 號

開標地點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3 號（社會處）

廠商資格
摘要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0元

一、設有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並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
高中（職）以上學校（請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
二、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之團體（請檢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人民團體、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應
另檢附組織章程）。
一、洽辦機關金門縣政府；承辦人：林惠婷；電話：082-318823#62575；傳
真電話：082-320105；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二、若截止收件日或開標日適逢天災停止上班，則順延至下一上班日同一

附加說明

時間截止收件及開標。
三、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異議或依政府採購法第 74 條規定提出異
議者，應於規定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並由招標機關轉交洽辦
機關依規定處理。
四、金門縣政府政風室檢舉信箱，金門郵政第 10 號信箱；電話：082-323171。
五、本案擇符合需要者後之決標，在底價以內最低標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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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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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009
★新- 委託經營管理臺北市葫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6/01/16 17:00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一號東北區 10 樓社會局
秘書室

預算金額

3,927,872 元

開標時間

10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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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標地點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東北區 10 樓公用辦公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章程或業務項目與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之非屬營利事業法人或團
體。
二、設有與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科、系、所之學校。
一、委託期間：
決標次日(場地點交日為後者，以點交日起算)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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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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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東北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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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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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東
北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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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電子領投標網址：http://web.pcc.gov.t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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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區 10 樓社會局秘書室」。
三、其他須知：
1. 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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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案依本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制條例辦理，採固定服務費用給
付，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估需用金額，106 年為 242 萬 4,624 元，
107 年至 108 年每年分別為 75 萬 1,624 元整，109 年至 111 年後續擴充
期間金額每年分別為 77 萬 1,173 元整。預算案未經立法程序審議通過
之（部分）標的應徵得機關同意後始得履約，廠商未遵守本約定而衍
生損失者，機關不負賠償責任（詳實施計畫第玖條）。

-8-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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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計）
106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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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案訂於 106 年 1 月 5 日下午 2 時 30 分~4 時 30 分開放場地提供廠商
現場會勘。106 年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辦理保留決標(詳投標須
知第 59 點)。有關招標標的問題請洽婦幼科 27208889 轉 1966 李淑雅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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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

機關名稱

文化部

標案編號

10512302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新-「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平臺建置維運計畫」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106/02/02 17:00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採
購科

預算金額

6,200,000 元

開標時間

106/02/03 10: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0

開標地點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秘書處開標室

廠商資格
摘要

國內外依法立案之公司、行號、法人或團體、學術機構及大專院校，均可
參與投標。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詳如投標須知。

附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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