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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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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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2/06 檢索)
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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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
106 年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評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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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5 樓會議室
106/02/06 17:00

1,331,715 元
106/02/07 10:00

一、投標廠商具有符合下列之一者：
1. 大專院校。
2. 立案之學術研究團體、機關(構)。
3. 社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4.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5. 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
二、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人員資格：
1. 計畫主持人須具碩士以上資格，且專長須具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等領域。
2. 兼任助理人員須具學士以上資格。
3. 主持人及兼任助理人員均需檢附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一、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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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機關得通知廠商提供正本查驗）：
1. 國內大專院校或學術研究機關(構)：須檢附學校或機關(構)同意辦理
本採購案之同意書。

附加說明

2.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1). 應為合法登記且無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
為決標者。
(2). 應檢具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立案證書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 納稅證明：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或免稅證明，或營業稅繳款書收
據聯(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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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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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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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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投標廠商聲明書。
b. 授權書。
c. 標單。
d. 投標標價清單。
e.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二、本案僅提供電子領標，不另提供書面文件親領或郵寄。供遞送之電傳
號碼/網址為：http://web.pcc.gov.tw/
三、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資格審查)時間：民國 106 年 2 月 7 日上午 10 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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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資格文件 1 式 1 份。服務建議書畫(企劃書)1
式 10 份
六、投標文件須於 106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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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八、無押標金。
九、請廠商詳閱招標文件,並隨時注意異動公告。
十、本案承辦人及聯絡電話 廖真緻 04-2250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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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標案編號

10602031

標案名稱

★新- 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管理維護培訓及研習活動計畫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1,600,000 元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106/02/17 10:00
招標文件售價及
否
付款方式
本局綠建築 1 樓會議室(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一、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廠商如公司、法人、機構、團體等。
二、國內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等。(詳投標須知)

106/02/16 17:00

一、投標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詳投標須知)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2. 廠商納稅證明（影本）：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3. 投標廠商聲明書：請逐項填寫並標示廠商名稱、日期、加蓋廠商(學
校則蓋關防)及負責人印章。。
4. 服務建議書一式 10 份。
附加說明

二、本案採序位法，符合資格者本局另行通知評選時間、地點，進行評選。
三、評選項目及標準：(詳公開評選作業說明)
1. 計畫內容：30％
2. 計畫推動方式：20％
3. 專業能力：20％
4. 經費需求分析：20％
5. 簡報及答詢：10％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電子領標網址: 政府電子採購網(htt
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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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tms106061
★新-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6 年活躍樂齡計畫勞務採購案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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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0 號 1 樓會議室

廠商資格
摘要

一、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檢具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
二、學校(檢具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三、其他與本案需求相關之業類(檢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106/02/16 17:00

106/02/17 11:00

一、投標廠商請檢附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
資料投標，未檢附者為不合格標。
二、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
應為截止投標日前六個月以內、信用證明文件為票據交換所或委託金

附加說明

融機構出具之第一類或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應加蓋查覆單位
章、該單位所有權人章及經辦人員章)。
三、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納稅證明文件。
四、以上證明文件係審標必要條件，如未依規定檢附視為不合格標。
五、如本案因故流標、廢標、暫停招標後重新招標或變更招標文件，已電
子領標之招標文件，及其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廠商得採用已領標
之領標憑據。
六、招標內容疑義，投標廠商應於 106 年 2 月 10 日下午 5 時前以書面送達
本局釋疑，本局對疑義處理結果將於 106 年 2 月 13 日下午 5 時前書面
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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