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6/19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刊
提升學院教師學術績效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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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二、 地方政府(鄉、鎮)：花蓮縣政府、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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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19 檢索)
編號

1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標案編號

B10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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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推動社區營養教育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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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是
付款方式
本署會議室(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
106/06/26 17:00

5,600,000 元
106/06/27 10:30
0元

一、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營利或非營利之公司、組織、團體、機關(構)、
學校，由個人名義投標者，概不受理。
二、 投標廠商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影本：
1.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一份（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均需用印）。
2. 登記或設立證明。
3. 納稅證明。
三、 如廠商未附招標文件之標單或未依標單規定填寫正體中文標價、蓋章
及標價塗改處未蓋負責人章者，為不合格標；標價高於本署公告之預算或
加註條件或其他敘述者表示減價或所投計畫書中之計畫主題與招標標的名
稱不符時，亦為不合格標。
四、 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標單之文字為準，如投
標文件以文字為數次表示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招標規格聯絡人：本署社區健康組，林如翠小姐，電話：02-2522-0745。
■領取招標文件方式如下，請擇一領標：
1.本採購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廠商得以電子領標方

附加說明

式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招標文件。
2.請至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國民健康署秘書室)親取。
3.請附 52 元回郵信封寄至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國民健康署秘
書室)索取。
■其他檢舉受理方式：
1.衛生福利部採購稽核小組－地址：11558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5 樓；電話：02-85906579；傳真：02-85906050；電子郵件：seliiz@mohw.gov.tw
2.衛生福利部政風處－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11 樓；廉
政信箱：南港昆陽郵局 161-36 號信箱；廉政專線：02-85907904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廉政信箱：10399 台北郵局第 10-42 號信箱；檢
舉電話：02-2522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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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機關名稱

花蓮縣政府

標案編號

SC2204

標案名稱

「106 年度就業促進活動-生活服務員增能計畫」生活服務員訓練班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截止投標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開標時間
106/06/29 08:30
招標文件售價及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否
付款方式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第二會議室(花蓮市府後路 8 號)

廠商資格
摘要

預算金額

448,000 元

106/06/28 17:00

訓練單位除需具備辦理各該訓練職類之場地、設備、設施、師資及行政作
業能力外，並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
（二）經勞動部登記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
（三）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其設立章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
且有辦理與人才培訓有關業務。
（四）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
（五）依法登記立案之工(公)會，其章程之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且
其辦訓職類應與工(公)會本身之屬性有關者。
（六）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經政府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精神復健機構。
（七）本案如為原住民廠商，請檢附相關證明。

附加說明

註：本府為推動產訓合作，各班是否能提供產訓合作職缺數將納入評選項
目。每班提供產訓合作職缺之事業單位如有二家以上(含)者，則應分別填
寫產訓合作招募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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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機關名稱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標案編號

1060621A

標案名稱

106 年失業者職業訓練委託專業服務第四梯次

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

預算金額

9,900,000 元

截止投標

106/06/21 09:10

開標時間

106/06/21 09:20

是否提供現場領標：是

招標文件售價及
付款方式

招標文件
領取地點
開標地點

上班時間內逕向本處售
標室繳交新臺幣 180 元
整後，憑據不具名領取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4 樓(採購處第一開標室)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1.公司或行號，或；2.已立案之短期補習班，
或；3.工（公）會，其章程之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或；4.設有資訊、餐
飲、美容、工業、商業與行銷、家事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或；5.前 4

廠商資格
摘要

款外已立案之法人、機構或團體時，依相關證明文件得提供機關產業育成
業務或得以經營關於技能技藝訓練業務者。）。且
二、廠商信用之證明（投標廠商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無退票紀錄）
。且
三、廠商納稅之證明（投標廠商係為公司或行號者，其屬已依規定繳納營
業稅者）。
上開廠商資格應備文件詳如本採購案「投標須知-資格文件審查表」。
[106 年 6 月 12 日更正公告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 年 6 月 7 日工程企字第 10600174000 號
函辦理。
二.原投標須知（資格文件審查表）項次 2-投標廠商應繳之資格文件名稱更正為「...該查覆單應加蓋查覆單位圖章。
（請投標廠商務必確認上開圖章
是否完備）」。
三.原投標須知（資格文件審查表）項次 2-各文件個別審查項目-更正為「該

附加說明

查覆單是否已加蓋查覆單位圖章？(如本機關對查覆單效力有疑慮時，得洽
出具該查覆單之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查證）」。
四.本次修正非屬重大改變且於原訂截止日前五日公告，免延長等標期。
五.此更正公告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3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064690 號函示，允許更正公告刊登日以前已
投標或已將投標文件交郵遞之廠商申請撤回其報價或更正有關之內容；請
已投標擬申請撤回報價或更正投標文件之廠商，派員檢具「收執聯*」及領
取人身分證明文件，至採購處售標室(電話：29603456 分機 5658)領取投標
文件；未檢具者，不允領取。
*收執聯：
(1)投標文件以專人送達採購處售標室者，為該售標室開立之「廠商投標文

-5-

件收取憑單第三聯(廠商收執)」
，或其他足以證明廠商已投標且採購處售標
室或新北市政府秘書處總收文已收訖投標文件之相關文件之文件。
(2)投標文件以郵遞方式送達者，為中華郵政公司收訖寄件人交寄之掛號郵
件所開立之「執據」。
六.廠商如認為本處就本更正公告內容違反法令致損害廠商權利或利益,得
自(本次更正)公告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處提出異議。
[洽辦機關聯絡人]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輔導課高小姐，電話為(02)89692150 分機 2115。
[異議受理單位]
本公告「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欄位因有字數限制，有關本採購案異議受
理單位之補充說明如下：本採購案係為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洽請新北
市政府採購處代辦之採購案件，依採購法第 75 條，受理廠商異議方式如下：
(1)廠商如認為本案招標文件內容違反法令，致損害廠商權利或利益者，得
自本採購案公告之次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向新北市政府採購處提出異議。
(2)廠商倘認為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或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對於本採購
案所作之處置有違反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請逕向該處置機關提
出異議。
[招標文件其他領取方式及地點]
自行購領部份：上班時間內逕向本處售標室(地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
山路 1 段 161 號 4 樓(東側)，電話：29603456#5658)繳交新臺幣 180 元整後，
憑據不具名領取。
郵購部份：
(1)劃撥：向郵局索取劃撥單填寫帳號:19485034、戶名：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劃撥金額：新臺幣 285 元、於通訊欄填寫本採購案名、案號後，辦理郵政
劃撥、將劃撥收據註明採購案名之招標文件應寄達之地址及收件人員姓名
後，傳真至(02)29691661。
(2)以郵政匯票方式：向郵局購買新臺幣 270 元郵政匯票，以便條紙填寫採
購案名稱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郵寄至本處。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4 樓(東側)採購處售標室(請自行考量
標單郵寄送達時間以免影響權益)。
[履約期限]
為自決標日至參訓學員結訓後 130 日（含就業輔導期 90 日），詳如本採購
案契約書（樣稿）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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