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型標案廠商資格摘要

機關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案號

1032900030

案名

「台灣經貿網雲端架構與服務強化」專案

預算

46,0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 最近 5 年內建置或維護公私立機構網站系統之證明文件。
(二) 須具備導入電子商務網站成功案例 1 件，並須檢附合約影本和成功案例網址
供參考。
(三) 須具備導入雲端運算技術成功案例 1 件，並須檢附合約影本和成功案例網址
供參考。
(四) 須具有系統整合、系統分析經驗，並提出成功案例經驗證明。
(五) 須聘有具備通過開發工具 Java 或 Oracle 軟體原廠認證考試(如：PMP、
SCJP、SCWCD、OCA、OCP 等)之工程師至少 4 名，工程師須為投標廠商支薪之全職
人員，須檢附至少 4 份「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及「具公信力之受雇證明文件」
（如：
勞保投保明細，投標廠商自行製作之文件不得為資格證明文件）。
(六) 須具備壓力測試自動化軟體經驗或曾與第三方壓力測試廠商合作開發實際
案例 1 件（如：使用壓力測試自動化軟體回應時間之數據報告或與第三方壓力測
試廠商之雙方用印合約影本）。
(七)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八) 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九) 最近一期營業稅或所得稅完稅證明文件。
其他規定請詳招標須知。

機關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案號

C-10301001

案名

03 年資訊安全監控防護作業暨資訊設備維護委外服務案

預算

3,303,4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資格文件為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4
月 14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800159220 號 函 規 定 可 透 過 經 濟 部 （ 網 址 ： http ：
//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
查詢登記資料，並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資格文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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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
3.駐點人員資格，請檢附：
(1)大學以上畢業證明文件。
(2)具有 CCNA 或 MCSE 認證證明文件。
(3)具資安相關工作經驗至少１年證明文件。
4.本專案人員中至少具備 PMP 1 張或 ITIL Foundation 2 張等認證證明文件。

機關

桃園縣蘆竹鄉公所

案號

104-501

案名

104 年度電腦資訊系統軟硬體委外保養維護採購案

預算

75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依法得以承作廠商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請於經濟部(網址：http：
//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
查詢列印登記資料。2.廠商納稅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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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領統一
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文件代之。3.廠商專案負責人或專案經理其中至少一人需具
PMP 專案管理師認證。

機關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案號

TEST-103023

案名

104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資料建檔

預算

2,31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特定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1.設備證明：應具備中英文登錄設備 20 部以上及媒體轉檔設備 1 部以上，且應設
址於臺灣地區，並以一處為原則，其尚無自有設備者，得以租賃、租賃承諾證明、
切結書或採購中或得標後承諾採購證明代替之。
2.人力證明：應具有登錄人員 15 人以上、專任程式設計人員 1 人以上及管理人員
1 人以上，且所有人員均已投保健勞(公)保，以上人力證明須由廠商備妥專任人員
名冊(含本專案之任務編組及職權分工)，並出具切結書作為證明文件。
3.資訊安全能力證明：執行本案之專任人員需具備下列之資訊專業證照至少兩張
以上(可一人多種證照或同一種證照多人同時擁有)：
(1)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2) PMP 專案管理師證照
(3) CISM 資訊安全經理人證照
(4) CEH 資訊安全證照
(5) CISSP 資訊系統安全專家證照
(6) CISA 國際電腦稽核師證照
(7) 其他經本基金會檢視認定符合之國際性資訊安全相關證照
廠商於投標前須檢附上開資訊安全證照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並於投
標前交由本基金會兩名以上專任之資訊專長人員於其上簽署認定合格字樣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函索：時間請於截止投標前，以限時掛號附五十四元 B5 回郵信封，外封請註明：
領標二字、案號、及標的名稱寄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之 5 號總務組採購
游先生收，請自行估計郵遞時間，(如索標過遲致無法投標，由廠商自行負責)。
2.親領：時間同函索(辦公時間內)至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總務組親領。

機關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案號

103-1000-4-007

案名

104-105 年整體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維運及功能增修案

預算

56,076,3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基本資格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二） 廠商納稅之證明。
特定資格
(一) 提供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SAP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同性質之勞務契約，單次契約金額不低於新台幣貳仟叁佰萬元，或累計金額不低
於本案採購預算金額，並須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
使用情形證明。
(二) 投標廠商專案組織人員須具備下列原廠專業訓練證照，並須檢具合格證書影
本及其於投標廠商(含分包廠商)之在職證明文件以供審查。
1.專案經理須具備 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國際專案管理師認證
及 SAP ERP 相關模組認證。
2. SAP SD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SD 模組認證。
3. SAP MM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MM 模組認證。
4. SAP PP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PP 模組認證。
5. SAP FI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FI 模組認證。
6. SAP CO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CO 模組認證。
7. SAP BASIS 模組顧問，須具備 SAP BASIS 模組認證。
8. 資料庫管理顧問，須具備 Ora

機關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案號

C0305

案名

圖資中心資通安全管理輔導(第 3 次)

預算

235,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需具本採購相關項目業務資格合格廠商(廠商須提出資格文件影本；必要時機關得
通知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
1.押標金票據（新臺幣 1 萬 1,000 元整）
2.設立或登記證明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將登記事項公開於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廠商得
以列印之網頁資料代之)
3.投標廠商聲明書
4.原住民廠商證明文件影本（非原住民廠商免附）
5.廠商專案顧問最近 5 年內曾輔導完成大專院校與本標案相關或相似案例證明資
料(需註明該輔導專案之客戶聯絡電話供查證)
6.廠商之專案經理需具 ISO27001LA 主導稽核員、新版（2013 年版）訓練通過證書
與國際專案管理師(PMP)考試通過證書或證明並提資料
7.資通安全管理輔導需求書(下方蓋公司大小章)

機關

桃園縣蘆竹鄉公所

案號

103-563

案名

103 年度防火牆更新暨無線網路整合採購案

預算

998,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營業項目需符合經濟部訂頒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之 F、I、J 大類
其中一項以上相關業務或其他依法得提供本案標的之合法設立公司行號。
(二)投標廠商於投標時需附｢設備規格書｣。
(三)於履約施做前須提供本案系統維護能力證明：投標廠商團隊成員中需具備至
少一位的 PMP 專案管理師，並於簽約前，附網路工程師(CCNA 或 CCNP)1 名以上之
證明文件與在職證明文件(如勞、健保佐證資料)。
(四)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供應或承做證明文件(至少一家)。

機關

國立中央大學

案號

103M-025T

案名

影像資訊分析作業平台暨營運管理系統強化委外服務 1 式

預算

1,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押標金(採定額：新台幣 45,000 元整)。(二)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三)廠
商納稅之證明。(四)廠商信用之證明。 (五)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
明。(如曾完成類似本案之製造、供應或承作文件如:驗收紀錄、契約書等可供證
明之文件)(如地球資訊系統(GIS)開發或整合程式之履約驗收合格之證明文件及
國際研究合作案開發或整合程式合約證明文件)。(六)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
具 有 專 門 技 能 之 證 明 。｛ 如 國 際 專 案 管 理 師 (PMP) 證 照 、 微 軟認 證 技 術 專 家
(MCTS)Administration Certification 證照影本｝(七)投標廠商聲明書(八) 委託
代理「代理出席、使用印章」授權書。※※ 外國廠商在台聯絡處或辦事處，仍應
檢附其外國總公司之公司登記證明、上年度所得稅繳稅文件，及其授權文件。請
貴公司於報價單上同時提供 E-MAIL（電子郵件信箱)

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案號

103A024-2

案名

103 年度全球資訊網英文版暨所內中文網站改版建置

預算

32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具有資訊軟體維護資格之廠商有登記設立資格證明文件(請入全國商工行政服務
入口網或財政部税務入口網「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下載相關佐證資料)、最近
一期報繳之營業稅申報書或繳款證明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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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案管理師 PMP 證照。

機關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案號

SRPO-1030133

案名

民國 103 年 AD、Exchange、CDP 系統維護案

預算

774,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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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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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廠商納稅之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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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標廠商支援團隊須具備 Microsoft AD 及 Microsoft Exchange 2007 Server、
CDP 之管理及維護能力，投標時須提供與本案需求規格類似之實作案例之維護或
驗收報告
4.投標廠商支援團隊須具備以下專業認證，投標時須檢附證明。
(a)PMP -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b)FSCE- FalconStor Certified Engineer
(c)VCP 4.0 以上- VMwar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d)MCITP Exchange 2007 以 上 - 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
Enterprise Messaging Administrator on exchange 2007
(e)MCTS Exchange 2007 以上- 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
Microsoft exchange 2007, Configuration
(f)MCIP –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機關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案號

W4-103-0401-43

案名

103 年鯉魚潭廠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後續維護

預算

42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同時具有：
1.承商須具備輔導政府單位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27001:2005 經驗，並
出具輔導合約及核發之證書影本等證明文件。
2.為確保本專案如期完成與專案品質，承商專案人員需有專案管理師 PMP 證書 1
張。
3.輔導顧問師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書 2 張，以確保本廠依據 ISO27001 標準施
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4.資訊安全管理師（CISSP）證照或認證道德駭客（CEH）證照 1 張，以確保弱點
掃描技術與資訊系統安全。
5.上述所需資料請投標廠商於投標時備妥，並譯成中文，於符合條件處以螢光筆
標示，以利審查人員審核。
並詳投標須知第六十四條

機關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案號

103004

案名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委由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辦理闈場
資訊設備及入闈期間設備維運專案

預算

17,509,7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本採購預計金額：新臺幣 1750 萬 9,700 元(103 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
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招標機關得依審議結果調整經費或進行協商，並依預算法
第 54 條之規定辦理)。
二、為確保專案能順利推動管理，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 10 日內，向本校提出本案
安裝施工(內容應包含三峽及豐原闈場針對電腦、印表機、網路設備、人力組織架
構、安裝期程表等依序提供)及人力(包含 1 位 PMP 專案管理師、駐點之電腦硬體
及網路資訊維護技術人員證照、電腦主機廠牌原廠認證合格之維修工程師證照、
網路系統工程師相關網管證件及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乙級以上之室內配線、工業
配線、配電線路裝修、配電電纜裝修、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變壓器裝修、 變電設備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職類技術士；依法考驗合格取得證書
之甲種電匠 1 名)分配計畫書，以控管進度及施工品質，得標廠商所提出之計畫未
能符合規範需求，本會得依採購法第 50 條及細則第 58 條辦理；廠商未能於得標
後十日內，提供向原廠下訂數量與規格證明文件及連帶保固文件亦同。
三、投標時應附電腦主機及螢幕廠牌之認証合格維修工程師証明文件。(投標時需
檢附証明文件，不符或未附視為不合格)。
四、網路設定需要，廠商須提供網路系統工程師(投標時需檢附相關網管證件至少
1 張，不符或未附視為不合格)
五、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2 人。被授權參與開標者，
請攜帶已用印之投標廠商出席人員出席證明(出席者為廠商負責人應出示國民身
分證)，準憑入場參觀，未出示者本校得拒絕進入。未到場者視同放棄比減價權利。
投標廠商須到場填寫標單議、比價，若投標廠商未到場者，報價單之價格視同標
價並放棄說明、減價、比減價格權利。議比價應備資料，請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
章與委託代理授權書及受托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表。
六、本校已變更補充招標文件內容。

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案號

MLH210209007

案名

資訊安全委外服務

預算

28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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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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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廠商附具
之證明文件，其內容與招標文件之規定有異，但截止投標前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網站之該廠商最新資料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機關得允許廠商列印該最新資
料代之。其證照依法令係按一定條件發給不同等級之證照或並定承包限額者，依
其規定。
(二) 廠商納稅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其屬營業稅繳納證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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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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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廠商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
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
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
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無退票紀錄證明，如有退
票但巳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機關有證據顯
示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係拒絶往來戶或有退票紀錄者
，依證據處理。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
(五)專案及監控人員應具備國際認可之相關認證或訓練，如下所列：
人員認證資料 認證名稱 內容
資安與 IT 管理認證 IS027001 LA、ITIL、PMP 認證。
專案經理與監控中心負責人需具備一種認證。
資安技術認證 CISSP、CEH 或 SANS 系列之認證。
監控中心人員與資安技術人員須具備一種認證。
系統管理認證 Cisco、Microsoft、Linux、Solaris 認證。
系統維運人員需具備一種認證
本案規格聯絡人資訊室 黃國逵先生 037-261920 分機 2255

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案號

1022170B

案名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業務資訊互通管理平臺」增建案

預算

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2) 廠商最近 1 期納稅證明。
(3) 本案參與人員需具備 PMP 資格認證書及 OCUP 資格認證書。
(4) 廠商具模組化開發系統或類似案件開發之證明文件（例如結算證明書、合約
影本等）。
(5) 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
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
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機關

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

案號

CN102901

案名

嘉南農田水利會灌溉管理雲端系統建置計畫

預算

2,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資格：營業登記項目需為資訊軟體服務業相關之公司。 (二)工作團隊專
業能力： 計畫主持人需具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及 微軟(MCITP) 認證，並需親自
簡報。為與前 3 年本會已完成灌溉 地籍管理 WEB 系統整合，必須具備水利會灌溉
管理資訊 WEB 系統 及資料庫建置之經驗者，並附曾完成類似之承做系統證明文
件。

機關

花蓮縣政府

案號

TAX102032901

案名

使用牌照稅違規車輛查核系統建置作業

預算

2,276,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投標廠商應具備資格：營業項目需具「電腦軟硬體及週邊設備、網路設備
設計安裝維護業務」之相關之廠商。
（二）廠商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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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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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項證明，廠商得自經濟部網站（網址 http：//gcis.nat.gov.tw）工商登記
資料下載列印。
※註：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做為證明文件，請勿
檢附，檢附者無效。
2、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等文件，廠商不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代之。
3、有效期之公會會員證明。
4、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5、切結書（正本）。
6、押標金票據。
7、投標時廠商應檢具有：
(1)通過 CNS 15190 或 CMMI Level 3 (含)以上證明文件。
(2)專業人員認證及任職於投標廠商勞保證明：
1 網路通訊 CCNA 認證(含)以上。
2 乙種電匠或丙級工業配線技術士(含)以上。
3 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含)以上。
4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或國際 PMP 證照，領域不限。

機關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案號

SRPO-1020128

案名

102 年收貨及財物管理系統維護

預算

266,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營業項目為:資訊軟體服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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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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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廠商納稅之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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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提供過去開發或維護資訊軟體系統之
證明文件包含系統規格書及驗收證明(影本)供參。
4.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投標廠商之支援團隊須具備
以下專業認證，投標時須檢附證明：
(A)PMP -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B)MCSE - 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 Expert

機關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案號

C-10201001

案名

102 年資訊安全監控防護作業暨資訊設備維護委外服務案

預算

3,652,2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資格文件為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4
月 14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800159220 號 函 規 定 可 透 過 經 濟 部 （ 網 址 ： http ：
//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
查詢登記資料，並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資格文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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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
3.駐點人員資格，請檢附：(1)大專以上畢業證明文件。(2)具有資安監控防護工
作經驗至少１年證明文件。(3)具有 CCNA 及 MCSE 或 MCITP 認證證明文件。
4.本專案人員請檢附：PMP 至少 1 張或 ITIL Foundation 至少 2 張等認證證明文件。
5.服務建議書 1 式 12 份。

機關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案號

1020403

案名

102 年度資訊設備軟硬體委外維護案

預算

3,652,2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營業項目：電腦設備軟體安裝及硬體維護等相關行業
2.其他文件：依「作業規範書」第四條、維護工程師資格（一）伺服器維護工程
師：須具備 PMP 證照及以下證照之其中 1 項(1)Cisco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認證，(2)Microsoft MCTS 認證，(3) Microsoft MCSE 認
證(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Engineer) for Microsoft Windows 2000(含以
上)，(4)Microsoft MCITP（Server Administrator）認證及 PMP 證照。（二）一
般維護工程師：須具備以下證照之其中 1 項 Cisco CCNA 及 Microsoft MCP(或 MCTS)
認證。
機關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案號

MCP1011002

案名

101 年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菸害網站暨中英文網站更新建置案

預算

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具備與本案相關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依相關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 明文件，如會員
證。
(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
(四)投標廠商應具有 PMP 國際專案管理管理師或 PDMA 國際新產品開發管理師資格
文件。
機關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案號

100542

案名

校園無線網路設備擴建案

預算

1,567,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技術能力: 投標廠商需於投標時提供本案維護設備相關之技術認證證照影
本, 包括 Juniper: JNCIS-SEC, JNCIA, Cisco:CCNP(含)以上各 1 張, PMP 國際專
案管理師認證 2 張, 與該證照所有人之在職證明, 以確保本校設備維護與整合之
需求與權益。
2.投標廠商需於投標時提供原廠授權經銷暨連帶保固證明影本(正本需於簽約時
提供, 做為合約附件), 以確保本校資安網路設備維護權益。

機關

國立中興大學

案號

ET-101023

案名

校園儲存雲系統建置一式

預算

1,567,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資格摘要-詳如投標須知]：凡登記合格具備下列各項證件之廠商均可參加投標，
投標時應附相關證件影本(機關得通知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廠商納稅之證明。
3.廠商信用之證明。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投標規格明細及型錄。
6.須檢附同類型而且規模相當(至少 10000 個使用者帳號)的系統實際建置維運的
佐證資 料一份(如合約書或驗收文件等)
7.投標時需提供該公司具有 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的員工資料, 與證照所有人
到職 6 個月(含)以上在職證明。
8.投標廠商聲明書。
9.列印電子憑證序號（上網領取電子招標文件之廠商方須繳附）
機關

國防部軍醫局

案號

NB01067P059

案名

軍陣大樓醫療區域光纖網路建置案

預算

1,567,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投標須知第 1 項之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二、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
三、因本案需負責安裝、設定軍陣醫療大樓及醫療大樓現有 CISCO 網路設備及整
合主幹交換及流量管控認證，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四條律定之資格：投標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如下：
(1)具備 CISCO CCIE 認證合格工程師 1 名並檢附影本至少乙份供審查。
(2)具備 CISCO CCNP 認證合格工程師 1 名並檢附影本至少乙份供審查。
(3)具備專案管理 PMP 認證合格工程師 1 名並檢附影本至少乙份供審查。
(4)監工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認證合格工程師 1 名並檢附影本至少乙份供審
查。
(5)網路架設工程師：網路架設認證合格工程師 1 名並檢附影本至少乙份供審查。

機關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案號

10128000391

案名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室數位網路系統修繕工程

預算

9,0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與招標標的有關者：
(1-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E701 電信工程業登記證明；或 E601 電器承裝、安裝業登記證明。
■工業同業公會當年度會員證。
(1-2)廠商納稅證明
(2)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2-1)廠商信用證明
(2-2)廠商或其受雇人或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其情形：
(A)勞工安全衞生管理人員 1 名以上，須檢附證書及勞保卡影本。
(B)工程品質管理人員 1 名以上，須檢附證書及勞保卡影本。
(C)設備原廠認證之網路系統架設與設定證明（須檢附原廠經銷代理證明或原廠認
證核可之工程師證書及勞保卡）。
(D)PMP。
(E)乙級以上通信技術技術士或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人員 1 名以上，須檢附該
人員證書及勞保卡影本。
(3)投標廠商聲明書：
(4)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織事業機構，依法令免申請核發行業登記
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承攬或營業手冊、繳稅證明文件或加入商業
團體者，參加投標時，得免繳驗該等證明文件。
(5)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契約，須檢附契
約影本或完工證明文件。

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案號

1012162B

案名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業務資訊互通管理平台」建置案

預算

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2)廠商最近 1 期納稅證明。
(3)廠商受僱員工具 PMP 資格認證書及 OCUP 資格認證書。
(4)廠商具模組化開發系統或類似案件開發之證明文件（例如結算證明書、合約影
本等）。
(5)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
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
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機關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案號

w4-101-0401-50

案名

101 年鯉魚潭廠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後續維護

預算

525,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資格
一、承商須具備輔導政府單位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7001:2005 經驗，
並出具輔導合約及核發之證書影本等證明文件。
二、為確保本專案如期完成與專案品質，承商專案人員需有專案管理師 PMP 證書 1
張。
三、輔導顧問師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書 2 張，以確保本廠依據 ISO27001 標準
施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四、資訊安全管理師（CISSP）證照或認證道德駭客（CEH）證照 1 張，以確保弱
點掃描技術與資訊系統安全。
上述證書、證照請以中文註解。

機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案號

T1001100605

案名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一套

預算

6,465,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營業項目與本採購標的相關之廠商
繳驗證件：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投標廠商聲明書
與規格有關之證明文件
1.取得 CMMI Level 3 的認證資格(投標廠商須檢附證照文件影本)。
2.本案之團隊成員至少須備有 PMP(專案管理師)、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
ITIL(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 CISSP(ISC) ² 及
SSCP(ISC)² (原廠官方組織訓練證明)等之證照員工組成。（投標廠商須檢附員
工技術專業證照及檢附勞保卡證明文件影本）
3.具備建置「聯合目錄整合檢索及代借代還服務系統」之經驗，投標廠商須提出
承作且已完成之類似經驗實績(投標廠商須檢附證明文件)。
機關

花蓮縣政府

案號

SE100121201

案名

花蓮縣管河川水情收集系統建置計畫工程

預算

18,441,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符合下列規定者：(1) 經濟部公告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登記合格，須符合
下列其一廠商類別：A.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B.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C.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2)曾經執行遠距水文資料收集系統、水文自動測報系統
等相關工程實績，需提出驗收結算證明。(3)廠商通過軟體開發品質認證:CNS15190
或 CMMI Level3(4)機電設計人員(需檢附證照與任職於該公司勞保證明)工業配線
技術士丙級或乙種電匠(含)以上(5)網路系統規劃設定人員 CCNA(含)以上證照(6)
工安人員丙種勞工安全衛生主管含)以上(7)品管人員需具備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
員或國際 PMP 證照，領域不限。（二）投標時應附資格證明文件詳如證件審查表。

機關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案號

SRPO-1010036

案名

101 年度-Nortel、3Com 網路設備維護合約

預算

535,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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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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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廠商納稅之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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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
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或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明執照。
(5)投標廠商須具備簽訂以及維護過其他單位 Nortel Passport8600 系列、Nortel
BayStack 系列、3Com SuperStack 系列、JetFish 網路設備之實績，請檢附相關佐
證文件。
(6)投標廠商維護工程師必須擁有下列原廠認證資格：
1.PMP(專案管理師)*2
2.Nortel 原廠認證工程師*2
3.3Com Switch 原廠認證工程師*2，請檢附相關佐證文件

機關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案號

SRPO-1010043

案名

101 年度-Cisco 網路維護合約

預算

243,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其營業項目須包含有資訊服務業（I301）、電腦工
程業(E605)或電信業(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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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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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3)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
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4)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或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明執照。
(5)投標廠商須具備簽訂以及維護過其他單位 Cisco 3800 系列 Router、6500 系列
L3 Switch、3500 系列 L3 Switch 網路設備之實績。
(6)投標廠商維護工程師必須擁有下列原廠認證資格：
1.PMP(專案管理師)*2
2.Cisco 原廠認證工程師 CCIE*2
3.Cisco 原廠認證工程師 CCNP*2

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案號

B10110

案名

101 年度本所國土資訊網路暨機房及設備維運服務案

預算

1,96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無法提供者，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廠商納稅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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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金融機構
退票紀錄證明文件。2.為確保本案之服務品質及落實專案之控管，得標廠商需具
備專業認證(包括 Cisco 之 CCNA、CCNP、CCIP，微軟之 MCTS、MCITP、MCDBA、MCP，
Linux 認證之 LPI、RHCE、SUN 之 CSSE（PE4）
、SCFE 及 PMI 之 PMP，廠商須需於投
標文件內檢附以上證明文件影本。 3.為符合本案駐點工程師人員資格，投標廠商
須於投標文件內檢附建議派駐人員之學、經歷證件及個人履歷表。
機關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案號

1001011

案名

機房消防設備暨不斷電系統汰舊換新

預算

3,33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投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證，已不得作為廠商登
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二)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
(三)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
無退票紀錄證明。
(四)投標廠商需具有甲級電器裝業。
(五)其受雇人、從事人事應為全職且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須於決標次日提供國
際專案管理師(PMP)證照、國際資料中心設計師(CDCDP)證照、室內配線技術士乙
級及內政部消防設備士(師)證明文件影本送審。

機關

國防部電訊發展室

案號

HP00076P063

案名

新店機房擴充案

預算

2,62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投標廠商或其受雇人、從事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須於投標時提供國際專
案管理師(PMP)證照、國際資料中心設計師(CDCDP)證照、室內配線技術士及內政
部消防設備士(師)證明文件影本送審。
2.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納稅證明(餘詳如採購清單及投標須知)。
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案號

10048

案名

本局對外服務網站委外維護及平台轉移

預算

1,338,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業項目：Ｇ大類(運輸、
倉儲及通信業)、Ｉ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詳投標須知第貳節)。
2.廠商納稅證明：營業稅繳稅證明(詳投標須知第貳節)。
3.廠商信用證明：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之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
詢之金融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文件(詳投標須知第貳節)
4.廠商或其受雇人或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其情形：1.計畫主持人或專
案經理：應具備至少 10 年以上電腦資訊工作經驗或具有效之 PMP 證照。2.組織工
作團隊：承商應分別具備系統管理證照 1 張及程式或資料庫開發證照 1 張。3.檢
附相關網站專案實績證明文件 1 份。

機關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案號

w4-100-0401-44

案名

100 年鯉魚潭廠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後續維護

預算

504,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資格
一、承商須具備輔導政府單位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7001:2005 經驗，
並出具輔導合約及核發之證書影本等證明文件。
二、為確保本專案如期完成與專案品質，承商專案人員需有專案管理師 PMP 證書 1
張。
三、輔導顧問師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書 2 張，以確保本廠依據 ISO27001 標準
施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四、資訊安全管理師（CISSP）證照或認證道德駭客（CEH）證照 1 張，以確保弱
點掃描技術與資訊系統安全。
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案號

1002138D

案名

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系統建置

預算

2,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2)廠商最近 1 期納稅證明。
(3)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專案管理人員具有 PMP 資格認證
書；系統分析師具有 OCUP 資格認證書。
(4)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
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
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機關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案號

100604202

案名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預算

不公開

廠商資格摘要
一、本案不定底價、採固定金額給付。
二、履約期限：
全案履約履約期限分四階段，以日曆天計者，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
日均計入。
1.第一階段：自簽約次日起 210 個日曆天內完成。
2.第二階段：自簽約次日起 270 個日曆天內完成。
3.第三階段：自第二階段驗收完成次日起 365 個日曆天內。
4.第四階段：自第三階段驗收完成次日起 365 個日曆天內。
三、專案廠商資格：(一) 投標廠商應具備至少需有三家(含)以上政府 A 或 B 級單
位輔導通過或維護 ISO 27001 或 CNS 27001 驗證實績，請提供合約書封面與用印
處影本。(如有通過驗證之建議發證證明影本亦可提供輔證)
(二) 配合本專案進行，投標廠商應研擬評估預計投入本專案之人數、組織架構、
職責分工、人力配置與人員資歷，組織專案團體，包含學經歷背景、專長、相關
工作資歷及專業證照，詳細載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於服務建議書中，相關
專案成員資格條件至少如下：
1. 專案經理
(1) 必須具備 5 年以上參與政府 A 或 B 級單位 ISMS 專案建置或管理，並輔導通過
認證五家(含)以上之經驗。
(2) 須具備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Lead Auditor)證照及另具有 BS 25999 或 PMP、
IPMA 至少一張之專案管理認證。
2. 專案顧問
(1) 廠商須組織至少 2 人以上之管理顧問團隊，成員須有專案執行顧問與助理顧
問各一名，並均須具備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Lead Auditor)證照。
(2) 專案執行顧問須具備 2 年以上參與政府 A 或 B 級單位 ISMS 專案建置並輔導通
過認證三家(含)以上之經驗。
(3) 助理顧問須有 2 年以上相關經驗，負責內稽、風險評鑑等任務，具備 CISA 或
CIA 之相關稽核認證。
(4) 專案執行顧問須每星期至少駐點本所輔導服務一個工作天(不含資安技術稽
核服務)，本所得並視執行情況或進度，要求增加工作時數，得標廠商不得拒絕。
3. 資安技術顧問(至少 2 名)
(1) 負責本所進行資安系統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須具備 2 年以上且至少 5 個政
府單位(含)之技術檢測經驗。
(2) 其中一人須具備 CISSP 或 CEH、CHFI 證照。
投標廠商須就上述專案團隊資格條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備查，其經驗
實績須提供聯絡人資訊本所保有查證權利。

機關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案號

SRPO-1000060

案名

100 年度全球資訊網站委外維護案

預算

762,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
(2)營業稅納稅證明
(3)提供曾完成與本案標的類似之承作證明文件
(4)本案件專案經理人員履歷及具有專案管理的 PMP 管理證照
(5)提供購案之維護計劃書供審查

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案號

B10008

案名

本所國土資訊網路暨機房及設備維運服務案

預算

1,9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無法提供者，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廠商納稅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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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金融機構
退票紀錄證明文件。 2.為確保本案之服務品質及落實專案之控管，得標廠商需具
備專業認證(包括 Cisco 之 CCNA、CCNP，微軟之 MCSE、MCDBA、MCSA、MCP，Linux
認證之 LPI、RHCE、SUN 之 CSSE（PE4）
、SCFE 及 PMI 之 PMP，決標後七日內廠商須
依本所需要，提供以上證明文件、勞保卡或在職證明供甲方查驗，如查驗不合格，
則取消其得標資格，沒收押標金，並公告於政府採購公報。 3.為符合本案派遣人
員資格，投標廠商須於投標文件內檢附建議派駐人員之學、經歷證件及個人履歷
表供本所參考（詳招標規範十四（二）。
機關

臺東縣政府

案號

099150130510

案名

99 年度臺東縣網路農場經營示範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預算

4,0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經政府登記從事電腦、資訊相關業者，持有最近一期或上一期納稅證明。投標廠
商需通過 CMMI 第二級以上認證通過，本案專案管理人需取得 PMP 證照，開發人員
需具備 MCSA、MCSE、MCDBA 等證照，並須檢附上述證明文件。

機關

宜蘭縣政府

案號

CVSO099017

案名

宜蘭縣政府公共造產蘭陽溪地磅管理作業系統委託專案管理

預算

7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符合「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 條所稱之技師事務所、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法人、機構或公司之營業項目具有資訊軟體服務業(須經政府登記
合格，並具備合格證件)，無不良紀錄者。
附加說明：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電子領標、親自領取或郵購均可。公告日起至截標
期限止於上班時間親自至本府三樓政風處領取；郵購者請附回郵信封，快捷回郵
資 120 元信封(Ａ3 規格)，並註明標案名稱，寄至宜蘭縣政府政風處，地址：宜蘭
市縣政北路一號；請自行注意截止時間，超過時間恕不收件。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每份工本費光碟電子檔乙片新臺幣貳佰元整，如以
現金購買，請先至本府二樓出納科繳納（請繳入宜蘭縣政府公共造產基金帳戶）。
採電子領標者，請逕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上下載本招標文件（電子招標
文件不得任意複製、抄襲、轉載、竄改）。
[其他]：
1.招標文件可向本府民政處自治事業科閱覽。
2.未盡事宜請詳閱招標文件；並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3.廠商親遞投標文件者，請送至本府收發室完成送件並蓋時間戳章再投入民政處
投標專用信箱。
4.評審簡報時間及地點於資格審查後另行通知合格廠商。
5.第 1 次公告結果若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合格廠商之書面報價，已簽准依「中央機
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3 條規定，逕行與投標廠商改採限制性招標辦
理。
6.本案更正宜蘭縣政府公共造產蘭陽溪地磅管理作業資訊系統委託專案管理技術
服務徵求說明書第九頁第伍點計畫人力需求具專案管理師證照限 PMP，為符實際刪
除 PMP 等字，本次等標期(截止投標時間)及開標時間如上述。

機關

國防部軍備局採購中心

案號

HK00303L049

案名

桌上型電腦維護等 20 項

預算

8,337,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投標須知第 1 項之登記證明及稅籍文件。
（二）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造、
供應或承做之文件（如驗收證明書或付款發票等佐證資料）。
（三）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需具備中華民國行政院
勞委會核發之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技術士證，另須具備政府機關授權機構核發之
MCSE 2003、MCITP、CCIE、HP CSA、SUN SCSA、SUN SCNA、PMP 及 BS7799 等認證
各 1 名(含)以上合格認證。
（四）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具有（或承諾於得標後一個
月內設立）台北、新竹、桃園、宜蘭、花蓮、台東、台中、嘉義、高雄、台南、
屏東設立自有或特約維修站。另具備（或承諾於得標後七天內提供）Sun、IPscan
經銷或維修授權證明及受雇工程師參加 IPScan 技術授權公司訓練或原廠認證工程
師證書。
（五）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
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
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六）餘依清單及投標須知規定辦理。

機關

僑光科技大學

案號

990830

案名

數位學習平台升級

預算

1,2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專案組織
得標廠商須就本專案提供至少五名全專職人員，負責本專案相關工作之推動。相
關人力執行本專案所需之場所、設備、相關管理措施及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等，由
得標廠商自行提供或負擔。
1.人力配置
專職人力之分配原則如下：
(1)專案經理
(2)系統分析師：須為全專職人員。
(3)程式設計師：須為全專職人員。
2.人力資格
(1)專案經理須具備 5 年以上之專案管理經驗，並具備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認
證之國際專案管理師(PMP)證照。
(2)系統分析師及程式設計師至少須具備 3 年以上之專案開發經驗。
(3)所有人員均須具軟體開發相關工作經驗，並經本校同意。建議書應附參與本專
案人員履歷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二、專案管理
1.承攬廠商應就參與本案服務人員之經歷、學術及專業能力、身分確認等進行安
全評估，以確保本專案之維運安全。
2.承攬廠商必須將參與本案之人員造冊，送交本校審核同意後始得進行本案，若
有異動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本校，經本校同意後進行。
3.為確保平台串接整合過程如期完成，避免因技術掌握度之不足造成整合疑慮與
風險，承攬廠商提供之遠距同步教學平台，必須為承攬廠商所自行設計開發，以
利快速取得原廠支援協助。
4.承攬廠商應於簽約後兩個月內完成系統開發暨建置。

機關

臺北市建築管理處

案號

9943

案名

99 年度建築套繪圖數化暨地理資訊系統開發建置案

預算

3,2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建築師事務所
2.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
3.學校
4.其他服務類
(1)營業項目：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5.上述廠商須具備以下其他證明文件：
(1)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含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
明其情形：國際專案認證文件或 2 年專案管理或 2 件專案案件專案作業經驗；應
附證明文件：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或 ITIL-IT Information Library 等類認證，或
總計 2 年期或 2 件含專案管理作業項目已簽定契約書。
(2)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其情形：
依據本處現行環境所使用之軟體，使用原廠合法授權開發工具；應附證明文件：
檢具原廠（例如：Windows、Bentely）合法授權開發工具「授權證明文件」。

機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案號

99184

案名

網路線路改善工程採購案

預算

3,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 投標廠商必須持有政府登記合格電信或網路承裝業文件証明，另必須附營利
事業登記證（內載明電腦自動化網路系統設計、規劃、施工）
，電信、電器或電腦
同業公會會員證及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執照。（影本）
(二) 最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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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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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買證相關文件代之（影
本）。
(三)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影本。
(四) 投標廠商需具有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PMP)，並檢附證照，以供查驗(未檢附
視同不合格標)。

機關

高雄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案號

9906241

案名

資通管理整合建置委外維護

預算

309,015 元

廠商資格摘要
營業項目具資訊服務相關業務之廠商。請檢附：
(1).專案經理需具備 PMP 及 CISM 證照。
(2).ISO 27001 LA 證照（協助本局 ISMS 導入維護與複評作業）。
(3).CISSP 或 CISM 證照（協助本局資訊安全治理相關工作）。
(4).Oracle 9i OCP 證照（擔任稅務資料庫安全管理教育訓練講師）。
(5).ITIL V3 Foundation 證照（擔任資訊服務管理規劃教育訓練講師）。
(6).本專案組織之專案經理及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輔導顧問均須為投標廠
商正職員工（於本專案公告日以前完成投保）
，須提供任職投標公司之勞工保險投
保證明文件，另專業證照影本請加註中文姓名。
(7).為確保輔導能力，投標廠商應至少曾成功輔導 1 家（含）以上業主通過 ISO
27001 驗證，投標時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合約及通過驗證證明文件）
(8).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9).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等文件（不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代之；新設立或復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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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10).有效期之公會會員證明。
投標廠商投標時須提供專業能力或資格佐證資料，如無提供，視同資格不符。
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號

FTC99026

案名

本會「電子差勤表單系統功能提升委外服務」採購

預算

45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2.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3.營業項目或
營業種類須有經濟部商業司所編訂之「公司行業營業項目代碼表」中之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以文字敘述方式登記者，本會審查
投標廠商營業項目時，將考量登記業務內容與前述代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
寬認定。4.廠商承作本專案人員至少 1 人具有 PMP 專業證照，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

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案號

99CH14

案名

99 年度刑事資訊系統硬體(含周邊)設備暨系統軟體維護採購

預算

2,1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應檢附維護人員下列資訊證照及 99 年迄今的勞保證明影本於投標時檢附審
查。並於得標後提供正本供本局核對：
1.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認證。
2.系統認證：
（1）微軟系統 MCSE 認證。
（2）AIX UNIX 系統（IBM Certified Advanced Techn
ical Expert）認證、HACMP(High Availability
Cluster Multi-Processing) for AIX 認證。
（3）HP UNIX 系統（Certified Systems Administrator）認證。
3.網路認證：CCIE(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認證。
4.EMC PPA（EMC Proven Professional Associate）認證。
5.資料庫系統認證：Oracle 資料庫系統 OCP、Informix ICPP（無此認證可尋
協力廠商，惟需提供雙方切結書，並蓋公司大小章之證明）。
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號

FTC99023

案名

「公文線上簽核整合系統」建置委外服務

預算

3,0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2.廠商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3.營業項目或
營業種類須有經濟部商業司所編訂之「公司行業營業項目代碼表」中之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以文字敘述方式登記者，本會審查
投標廠商營業項目時，將考量登記業務內容與前述代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
寬認定。4.廠商承作本專案人員至少 1 人具有 PMP 專業證照，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

機關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案號

w4-99-0401-24

案名

99 年鯉魚潭廠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後續維護

預算

722,4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資格
1.承商須具備輔導政府單位通過 UKA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7001:2005 換
證經驗，並出具輔導合約及 UKAS 核發之證書影本等證明文件。
2.為確保本專案如期完成與專案品質，承商專案人員需有專案管理師(PMP)或
CPPM(CPMP)中華專案管理師認證 1 張。
3.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書 2 張。
4.資訊安全管理師（CISSP）證照或認證道德駭客（CEH）證照 1 張。
5.承商所有投標人員在職證明文件(勞保卡影本)，並須於投標前任職該公司服務
滿一年以上。
機關

嘉義縣新港鄉公所

案號

98040

案名

「98 年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嘉義縣新港商圈優質環境改造計
畫」委託專案管理

預算

295,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政府合格立案且與本採購標的有關之依法登記合格開業資訊服務廠商，且須
有 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及 RFID(RFID+ Certified
Professional)相關認證工程師資格 1 名(含)以上,需附在職證明。(二)無政府採
購法第 101 條各款之情形。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凡合於規定之廠商自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下午五
時止向本所建設課領取標函費新台幣貳佰元整繳納聯單，逕向公庫繳納後，再憑
收據領取標單乙份，通訊購買請廠商自行預估郵局、公所寄送之在途期間。﹝自
備回寄信封、郵資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無效﹞。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函費新台幣貳佰元整，逕向新港鄉農會繳納。
[開標地點]：98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開標、本所二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免
[其他]：一.詳如投標需知。二、電子招標文件不得任意複製、抄襲、轉載、篡改。
三、本案採購稽核小組：新港鄉公所政風室電話：(05)3748892 地址：嘉義縣新
港鄉中山路 155 號。四、1.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契約書稿置本所建設課，有關
計劃書請向取閱本所建設課取閱任供閱覽。2.廠商應詳閱投標須知。3.廠商投標
未參與開標如有比減價時,未在場者視同放棄。
※投標文件：需檢附切結書，無附者以無效標處理。

機關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案號

C-9806014

案名

98-99 年度資訊安全監控防護作業暨資訊設備維護委外服務案 1 式

預算

3,9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資格文件為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4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59220 號函規定可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
//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
查詢登記資料，並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資格文件為廠商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 。
■投標廠商需於國內有實際運作之機房及 SOC 中心。
■SOC 機房需通過 ISO27001 資訊安全稽核認證。
■SOC 服務人員需具備 ISO27001 LA、CISSP 之訓練證明或證照。
■本專案人員需具備 PMP 至少 1 張或 ITIL Foundation 至少 2 張等認證。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本案無須招標文件費用。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領取方式:可為電子領標.通訊領標或來隊領取。
2.領取地點: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0 樓秘書室。
[其他]：
1.如有疑問,請來電與承辦人員諮詢.
2.本總隊政風單位檢舉電話：
（02）89127020，電子郵件信箱 chun51@nasc.gov.tw，
信箱：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200 號十樓政風室。
3.本採購開標採不分段開標：開標方式『採不分段』為資格、規格審查作業，所
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標函費新台幣貳佰元整，逕向新港鄉農會繳納。
[開標地點]：98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開標、本所二樓會議室
[押標金額度]：免
[其他]：一.詳如投標需知。二、電子招標文件不得任意複製、抄襲、轉載、篡改。
三、本案採購稽核小組：新港鄉公所政風室電話：(05)3748892 地址：嘉義縣新
港鄉中山路 155 號。四、1.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契約書稿置本所建設課，有關
計劃書請向取閱本所建設課取閱任供閱覽。2.廠商應詳閱投標須知。3.廠商投標
未參與開標如有比減價時,未在場者視同放棄。
※投標文件：需檢附切結書，無附者以無效標處理。

機關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案號

98030205

案名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建置委外服務案

預算

1,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資格文件為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4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59220 號函規定可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
//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記資料）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資訊網站
查詢登記資料，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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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格：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會員證 3.廠商納稅
證明二.履約能力有關資格：1.具備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2.具備輔導 3 個以
上資通安全 B 級以上政府機關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驗證實績 3.專案
經理 1 人，具備 PMP 專案管理師證照或 CISM 資訊安全經理人證照，且具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4.專案顧問 1 人，具備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5.資安技術顧
問 1 人，備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並具備 CEH 證照或 CISSP 證照 6.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證照 4 張 7.ISO 20000 主導稽核員證照 1 張 8.PMP 專案管理師證照 1
張或 CISM 資訊安全經理人證照 1 張 9.CEH 資訊安全證照 1 張 10.CISSP 資訊系統
安全專家證照 1 張或 CISA 國際電腦稽核師證照 1 張。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1.派專人索取：於上班時間至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
路 25 號 10 樓政風室索取。2.郵寄索取：自備回郵信封貼足郵資 72 元寄至高市新
興 區 中 正 三 路 25 號 10 樓 政 風 室 索 取 。 3. 電 子 領 標 ： 至 政 府 領 投 標 系 統
（www.geps.gov.tw）領取。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其他]：1.其他未盡事宜詳見投標須知、契約、需求規範書等 2.本案如有不法,
請以信函(請具真實姓名地址,匿名不受理)詳述事實寄下列處所,本處當依法處
理,並依規定保密:1.法務部調查局-電話 0229188888 信箱-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
箱,2.高雄市調查處-電話 072818888 信箱-高雄郵政 60000 號信箱,地址-高雄市前
金區中正四路 226 號,3.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電話 0287897548 傳真 0287897500 地
址 -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松 仁 路 3 號 9 樓 ,4. 高 雄 市 政 府 採 購 稽 核 小 組 - 電 話
073368333*2252 傳真 07331531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5 樓,5.高雄市
政府採購稽核小組電子檢舉信箱 procure@kcg.gov.tw,6.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電話 073368333*2238 傳真 07331531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5 樓,7.高雄市政府政風處-電話 0800025025 傳真 073313655 電子郵件信箱
eth@kcg.gov.tw,8.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政風室-電話 072293260 信箱-高雄郵政 610
號信箱。

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案號

982115C

案名

中央氣象局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維護案

預算

7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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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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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
3.應提出下列佐證資料，以證明具有維護本局 ISMS 制度之能力：
(1)廠商本身需通過 ISO27001:2005 及 CNS27001:2005，並通過後續審查。
(2)需具備實際輔導政府機關或民間組織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通過 ISO 27001 或
CNS 27001 驗證之實績。
(3)具備 BS7799 Lead Auditor 或 ISO 27001 Lead Auditor 證照，ITSMF ISO 20000
Auditor 證照及 PMP 證照。
(4)廠商本身需有數位課程平台之營運經驗，並有開發數位課程之相關經驗。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上網或至本局器材科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無
[開標地點]：本局 1 樓開標室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 3 萬元整
[其他]：
1.技術規格如有疑問請洽資訊中心葛晉澤先生(02)2349-1286
2.請廠商投標前注意查看招標文件有無異動公告，餘詳招標文件
3.如因天災等因素停止上班則投標日或開標日延至次一工作日

機關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

案號

03-09801009

案名

辦理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建置暨輔導驗證委外服務案

預算

1,5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本採購屬特殊採購；符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採購標的需要特殊專業或技術人才始能完成者。)及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具有相當人力者。其範圍得包括投標廠商現有與承包招標標的有關之專案或
一般人力證明）
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公司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其營業項目中應有資訊或電腦類或企
管顧問相關業務之記載。
(二)最近一期完稅資料影本乙份，如不及提出者可以前一期納稅證明代之。
(三)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
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或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
機構出具之信明證明等。
(四)廠商須有輔導相關政府機關(構)B 級(含)以上至少三家通過認證之經驗。
(五)資安及驗證輔導方面專業證照：
1.ISO27001/CNS27001 LA 證照至少 4 張。
2.ISO 20000 LA 證照至少 1 張(協助未來提升 IT 服務品質)。
3.PMP 證照至少 1 張(確保專案執行過程的品質控管)。
4.CISSP 證照至少 1 張。
(六)人員須為該投標公司之正職員工並提供公司勞健保投保證明文件。
二、專案人力配置
(一)專案經理：1 人，具備 PMP 證照且需另具 BS7799 或 ISO27001 LA 證照。
(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導入及建置顧問：1 人，須為全專職人員，需具備
BS7799 或 ISO 27001 LA 證照，配合本會需求駐點服務，認證前至少 60 人天，通
過認證後之保固至少 10 人天。
(三)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輔導顧問：2 人，需具備 BS7799 或 ISO 27001 LA
或 CISSP 證照，以利資訊安全管理輔導服務的實施。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至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172 號 13 樓秘書室領
取或電子領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
[其他]：
一、餘詳投標須知
二、檢舉單位如下：
（一）法務部調查局：檢舉電話-（02）22918888，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採購稽核小組受理檢舉窗口：專線電話：
（02）85902921
（三）本會檢舉電話專線：（02）85901095，電子信箱：ethics@lpsc.gov.tw

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案號

B9805

案名

本所國土資訊網路暨機房及設備維運服務案

預算

2,4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或營業登記證、廠商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
者，為最近一期繳稅證明，廠商不及提最近一期證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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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最近一年無金融退票
紀錄證明。
（二）為確保本案之服務品質及落實專案之控管，得標廠商需具備專業
認證(包括 Cisco 之 CCNA、CCNP，微軟之 MCSE、MCDBA、MCSA、MCP，Linux 認證之
LPI、RHCE、SUN 之 CSSE（PE4）
、SCFE 及 PMI 之 PMP，決標後七日內廠商須依本所
需要，提供以上證明文件、勞保卡或在職證明供本所查驗，如查驗不合格，則取
消其得標資格，沒收押標金，並公告於政府採購公報。
（三）為符合本案派遣人員
資格，投標廠商須於投標文件內檢附建議派駐人員之學、經歷證件及個人履歷表
供本所參考（詳招標規範十二（三））。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電子領標本所不另備書面文件。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電子領標不收取文件費。
[其他]：一、廠商對本所招標規格疑議請與申請單位程俊銘聯絡，聯絡電話：
0229462793 轉 224 分機。二、得標廠商須繳交新台幣 120,000 元整之履約保證金。
三、檢舉電話: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臺北市信義區
松仁路三號九樓，電號(02)87897500。2.法務部調查局台北縣調查站檢舉電話：
0229628888。檢舉信箱：板橋郵政六○○○○號信箱。3.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政風室檢舉電話：02 29429153。4.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聯絡電話：02 23971592。
傳真電話： 02 23971593 、電子郵件：ps.unit@moea.gov.tw、地址：台北市福
州街十五號。四、
『為瞭解機關服務效能，提升業務品質，健全採購秩序，希望參
與投標廠商於開標後及得標廠商於履約中，能撥冗配合本機關政風單位之「廉政
意見訪查」，提供施政興革之寶貴建議』。五、餘詳招標規範。

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號

FTC97039

案名

本會「委員會議無紙化系統建置（含議案影像功能擴增）」案

預算

不公開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2.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乙份。3.最近 1 年內公司無銀行退票紀錄證明影本（證明書之申請日期須在投標
截止日前 1 個月內）
。4.營業項目或營業種類須有經濟部商業司所編訂之「公司行
業營業項目代碼表」中之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
以文字敘述方式登記者，本會審查投標廠商營業項目時，將考量登記業務內容與
前述代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寬認定。5.廠商應取得 CMMI 或 ISO9001 認證資
格或承作本專案人員至少 1 人具有 PMP 專業證照，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若
尚未取得 CMMI 認證資格，至少應具執行導入 CMMI 認證達 6 個月以上之經驗，包
含與顧問輔導單位之合約等或已登記為經濟部工業局 CMMI 申請導入名單中。
[開標地點]：本會 12 樓閱覽室。
[押標金額度]：新台幣 3 萬 5 千元整。

機關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案號

AA97026

案名

「稽核專業技術諮詢等四項」勞務採購案

預算

45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及完稅證明。
二、投標時檢附師資證明文件。講師資格：SGSISRA ISO 27001 課程講師必須提
供「主導稽核員」證書、資訊系統安全認證專家研習班課程講師必須提供「資訊
系統安全認證專家〈CISSP〉」證書、專案管理計畫與實務課程講師必須提供「專
案管理師〈PMP〉」證書。
三、報價單及相關資料置於標封內並密封，標封上註明購案編號 AA：97026 投入
本部第二會客室「部長辦公室」報價箱內、郵遞以寄達台北郵政第 14-218 號信箱
〈以取件郵局郵戳為憑〉，逾時無效面交均不受理。
四、進入底價報價最低者，簽奉得標。
五、進入標場〈97 年 7 月 30 日 14 時 40 分〉
：投標代表須繳交授權書，以每一投
標廠商對最多兩人進入標場為原則。投標代表如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未繳交授
權書或經查身分與授權書所載不符者，不得進入標場；經查驗符合者，始准入場
參與議、比價及比減價格〈廠商未依上述期限辦理者，視同放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逕至本部第二會客室領取〈台北市博愛路 172
號〉或附回郵至台北郵政 90002 號信箱，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總務管理處索取。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無
﹝開標地點﹞：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總務管理處
﹝押標金額度﹞：無
﹝其他﹞：
一、投標廠商對本案招標文件內容如有疑意，應於三日內電話 02-23117094 洽詢
外，並以書面或傳真 02-23121951 通知招標單位妥處否則不於受理，且查詢事項
以本案招標文件內容為限，並不得依此詢問內容作為投標時之附帶條件。
二、檢舉受理單位：：
〈一〉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電話：02-87897548、傳真 02-87897554、地址：台北
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
〈二〉國防部採購稽核小組：電話：02-23676534、傳真 02-23676874、地址：台
北市汀州路三段 8 號。
三、檢舉信箱：
〈一〉法務部調查局：電話：02-22918888，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二〉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舉電話及信箱。
〈三〉受理廠商檢舉貪污舞弊，保障合法權益信箱。
〈四〉國防部：端木青，台北市郵政 90012 附 5 號信箱，02-23119706
〈五〉各單位受理檢舉信箱等。

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號

FTC97031

案名

本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建置委外服務」案

預算

2,85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乙份。
（三）
最近 1 年內公司無銀行退票紀錄證明影本。
（四）營業項目或營業種類須有經濟部
商業司所編訂之「公司行業營業項目代碼表」中之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以文字敘述方式登記者，本會審查投標廠商營業項目
時，將考量登記業務內容與前述代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寬認定。
（五）廠商
應取得 CMMI 或 ISO9001 認證資格或承作本專案人員至少 1 人具有 PMP 專業證照，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若尚未取得 CMMI 認證資格，至少應具執行導入 CMMI
認證達 6 個月以上之經驗，包含與顧問輔導單位之合約等或已登記為經濟部工業
局 CMMI 申請導入名單中。（六）廠商須於截止投標前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承
做文件，並檢附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
〈二〉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舉電話及信箱。
〈三〉受理廠商檢舉貪污舞弊，保障合法權益信箱。
〈四〉國防部：端木青，台北市郵政 90012 附 5 號信箱，02-23119706
〈五〉各單位受理檢舉信箱等。
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案號

FTC97030

案名

本會「全球資訊網站改版建置委外服務」案

預算

3,00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乙份。
（三）
最近 1 年內公司無銀行退票紀錄證明影本（證明書之申請日期須在投標截止日前 1
個月內）。（四）營業項目或營業種類須有經濟部商業司所編訂之「公司行業營業
項目代碼表」中之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營業項目於代碼化實施前以文字
敘述方式登記者，本會審查投標廠商營業項目時，將考量登記業務內容與前述代
碼表所列項目之相關性，從寬認定。（五）廠商應取得 CMMI 或 ISO9001 認證資格
或承作本專案人員至少 1 人具有 PMP 專業證照，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若尚
未取得 CMMI 認證資格，至少應具執行導入 CMMI 認證達 6 個月以上之經驗，包含
與顧問輔導單位之合約等或已登記為經濟部工業局 CMMI 申請導入名單中。（六）
廠商須於截止投標前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承做文件，並檢附採購機關（構）
出具之驗收證明。

機關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後勤處

案號

ED97058P021

案名

國際認證專案管理師(PMP)訓練課程

預算

不公開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廠商納稅證明、需具有國際專案管理
學會(PMI)登錄認證資格之有效證明文件。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現場領標：台北市仁愛路 3 段 55 號。
2.通信領標：台北郵政 90251-8 號信箱(洽高小姐，每份標單需附 32 元回郵及大
信封 1 只)。
3.電子領標，網址為 http://geps.gov.tw (電子招標文件版權為本部所有，不得
任意複製、抄襲、轉載、篡改。但經招標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且電子領標者
請檢附電子繳交憑據（建議勿附磁片，可將畫面強制列印）。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1.現場投標：台北市仁愛路 3 段 55 號(本部會客室)。
2.通信投標：台北郵政 82-200 號信箱。
3.電子投標：網址：www.geps.gov.tw。
[履約保證金額度]：契約價金 5%。
[決標方式]：決標原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採訂有底價之採
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商。
[購領標單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97 年 06 月 25 日 17 時 00 分止
[現場購領標單時間]：本部上班時間（每日 0800 時至 1130 時，1330 時至 1700
時整，逾時不候）
[投標截止日期]：97 年 06 月 25 日 17 時 00 分止
[現場參與開標人員登記截止日期]：97 年 06 月 26 日 09 時 30 分前（因本部需辦
理現場參與開標人員相關會客事宜，敬請廠商配合準時並備妥授權書(請檢附身分
證件影印本)及證件 1 張）
[現場參與開標人員登記地點]：本部會客室
[開標地點]：台北市仁愛路 3 段 55 號（本部開標室）

機關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技術訓練中心

案號

JG97008P

案名

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訓練乙式

預算

不公開

廠商資格摘要
一[廠商資格摘要]：
1.基本資格：詳計畫採購清單，且不得有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有關紀錄。
2.所備文件：公司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最近一期完稅證明(詳投標須知),師資證
明影本。
二[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時間：自 97 年 5 月 29 日起至 97 年 6 月 11 日 1700 時止(領標截止日)。
2.地點：本中心行政大樓人事行政室。
3.方式：親領（一家廠商限領一份招標文件）。
4.郵寄：註明購買標單案號名稱，附足郵及大信封寄至(爭取時效，勿使用平信)
本中心招標單位。
三[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不收費用。
四[開標時間及地點]：97 年 6 月 12 日 1000 時本中心行政大樓二樓開標室。
五[押標金額度]：不少於投標金額百分之三
六[其他]：
1.標的內容疑問請電：洪耀龍先生，電話 02-27206212#2604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台北市松仁路三號九樓，TEL：
02-87897500、FAX：02-87897800。
3.國防部採購稽核小組：台北市汀州路 3 段 8 號，TEL：02-23676534 FAX：
02-23676874。
4.逾投標截止時間(97 年 6 月 12 日 10 時 00 分)投標，廠商即不得進入標場。
5.其他疑問請洽承辦人沈上士。

機關

高雄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案號

9703101

案名

資通管理整合建置委外服務

預算

1,617,35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資格摘要]：資訊服務業或與招標標的相關之廠商，請檢附：1.營利事業
登記證。2.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等文件（不及提出者得以前一期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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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3.有效期之公會會員證明。4.具
備 CISSP 國際資訊安全管理師認證、CISA 國際電腦稽核師證照各 1 張。5. ISO
27001:2005 主導稽核員考試通過證明兩張。6.專案管理師(PMP)或資安經理人
(CISM)專業證照 1 張。7.在職專案人員勞保卡影本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1.親自領取：自即日起至 97 年 03 月 20 日 17
時 30 止於至本局行政科事務股洽領。函索：自行估計郵遞時間附大型回郵信封，
書妥標案名稱、廠商、地址並貼足 65 元郵票寄至本局行政科事務股。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文件工本費 100 元，1.郵局購者請附匯票(受
款人：高雄縣政府地方稅務局)2.上班時間內 08：00-17：30 至本局行政科出納繳
納憑據換領。3.上網領取：網址 http//www.geps.gov.tw 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廠
商領投標作業，工本費 50 元，請依政府採購領投標規定繳費。
[其他]： 1.如因颱風等災害公布停止上班，截標及開標日期自動順延至次上班
日，不再另行通知。
2.請詳閱招標文件，投標文件應依規定裝入大標封始得郵寄，否則不予受理，未
盡事宜疑問處依採購法第 41 條辦理。
3.請投標廠商於等標期限內注意本公告是否有「更正事項」。
4.餘詳見投標須知。
5.開標時，如遇比減價情形，廠商未到場者，視同放棄比減價權利
6.以電子領標之廠商，請將購標電子憑證存入 3.5 磁片或光碟片內或列印電子憑
據序號紙本附於大標封內投遞，俾本局查驗。
7.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電話 02-87897548 傳真 02-87897554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三號
九樓；高雄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電話 07-7477611 轉 2410 傳真 07-7462347 地址高
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 132 號。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地址鳳山市青年路一
段 99 號檢舉信箱鳳山郵政 60000 號信箱
檢舉電話：(07)7458888
8.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詳如招標文件
及契約第 20 條內容。

機關

台南市政府

案號

2970125-1

案名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維護案(稅務局)

預算

850,000 元

廠商資格摘要
[廠商資格摘要]:1.資訊軟體服務業或營業項目（登記服務項目）列有與本採購標
的相關者。2.投入本案員工應有兩位通過 ISO 27001:2005 Lead Auditor 考試，
專案成員需有國際電腦稽核師專業認證（CISA）證書、國際資訊安全管理師（CISSP）
各一張，並提供專案成員在職之證明文件(如勞健保卡)。 3.本專案之專案經理，
需具備專案管理師(PMP)或資安經理人(CISM)專業證照，以有效管理本專案之進
行。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
1.通信領標:公告領取日期內，請附七十二元郵票之 29*38 公分回郵信封(註明採
購標的名稱、收件人姓名、地址)並同圖說費以限時掛號郵寄台南郵政第二十九號
信箱(一次最多以購領三份為限)。
2.自行領標:公告領取日期內，至本府一樓標單室以現金不具名購領(一次最多以
購領三份為限)。
[領標日期]:自 97 年 2 月 26 日起至 97 年 3 月 3 日上午 9 時止。
[開標日期]: 97 年 3 月 3 日下午 2 時。
[開標程序]:下午 2 時審查證件、下午 3 時宣讀資格審查結果或標價。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 圖說費新台幣 100 元整（電子領標減半）
，以現金或
郵政匯票(收款人:台南市政府)繳納。
[開標地點]:台南市政府一樓採購開標室。
[押標金額度]無。
[採購性質]:勞務。
[其他]:
1. 疑議或異議受理單位：同公告之聯絡人、單位欄或投標須知第 22 條單位。
2. 檢 舉 受 理 單 位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委 員 會 電 話
(02)87897530、8789752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電話
(02)87897548，傳真(02)87897554，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九樓（中油大
樓）。台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E-mail：arowana@mail2.tncg.gov.tw ，電話
(06)3901288，傳真(06)2982742；台南市政府政風室檢舉電話：（06）2982746。
法務部調查局檢舉電話：(02)29177777，檢舉電話：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台
南市調查站檢舉電話:(06)2988888，檢舉信箱:台南郵政 12 號信箱。
3.本案係『案號 2970125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維護案(稅捐處)』經退回主辦
單位後修正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