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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劉興欽老師邀請展」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第 2 次公告 

一、 活動目的 

為呈現客家文化多元風貌，繼民眾熟悉的戲曲、音樂、舞蹈

等展演類型後，本案規劃邀請傑出之資深客籍藝術家於 110年初

在國立國父紀念館辦理展覽(預計 1月 12日布展、2月 2日拆
展)，期透過重量級藝術家邀請展，彰顯臺灣當代傑出客籍藝術

家的畢生成就，提升國人對客家藝術文化之認識，進而推廣客家

文化藝術，帶動全民藝文欣賞風氣。 

二、 辦理時間：自決標日起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止。 

三、 預算金額 

新臺幣 200 萬元為上限(為跨年度經費，109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

臺幣 130 萬元，110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70 萬元，110 年度所

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政府採購法

第 64 條規定辦理。廠商所投服務建議書報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

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四、 委託項目 

（一）展覽規劃執行： 

1.展出內容規劃：展場規劃（含簡易木作）設計，邀請展須設

策展人及相關人員，展出作品(含平面與立體)須與藝術家討

論後決定，展出方式(如互動多媒體等)由廠商依國立國父紀
念館展出場地(博愛藝廊及一樓文化藝廊)提出相關建議，經

本會同意後執行，另展出件數依場地適當調整。 

2.協助人力規劃：自決標日起至結案前，需配置專人與藝術家
及相關單位等溝通協調，並配合藝術家時間及需求協助搬

運、挑選作品、交通往返（藝術家處所、國立國父紀念館及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地之往返）等展覽前置作業。 

3.展覽前置作業、布卸展、移展及存放：自決標日起開始展覽

前置作業，展品授權之簽署、展品裱框、展覽之布卸展、運

輸(須聘請專業藝術品運送單位)及展品歸還藝術家。展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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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皆可提供布卸展所需之基本設備（如掛勾、吊線、燈具及
布展梯），惟如有不足由廠商依各展場實況及展示需求自行

增加補足。 

4.保險：藝術品綜合保險、展場公共意外責任險。藝術品綜合

保險期間為運送展品時起算至展畢歸還展品日止，保險標的
物為所有展品，投保金額視展品估計價值而定。 

5.其他：展覽場地由國立國父紀念館無償提供，免列本案場地

費、另如有作品暫存空間之需要，須列相關規劃及費用。 

（二）展覽配合活動： 

1.開幕式：辦理開幕活動 1 場，包括整理邀請貴賓名單、邀請

卡之設計製作及寄送（計 500 份，以上均含信封）、場地布

置(含舞臺、燈光設計)、活動規劃(含表演團體)、現場全程攝

錄影、提供記者資料份數(含新聞稿、文宣品)等，另應安排主
持人、參與藝術家、展覽相關人員出席並負責接待。  

2.藝術講座：於國父紀念館站期間安排 1場次藝術講座活動(含

講師出席費)，地點原則於該館進行，講座人選及時間須經本

會同意後執行。 

(三) 精裝本專輯： 

1. 規格及數量：設有專人負責含平面作品掃描、立體作品攝影、

圖檔整理、專輯設計、校對及出版，並確保印刷專輯能呈現

參展作品原色彩及風貌，封面封底應配合整體質感，由廠商
依展出作品創意發想提出設計及印製規格，140 磅進口輕塗

紙，手工攤平穿線精裝，共 1,000本；前揭用紙須提送紙樣，

並可提更優印製規格，經本會同意後執行。 

2.專輯專文：邀請藝評人撰寫專文 1 則以上，每則字數至少

5,000字，人選須經本會同意。 

3.專輯提袋(布質)：提袋設計及規格須經本會同意後製作，

1,000只。 

(四) 文宣品及其他： 

1.設計製作展覽相關文宣（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列舉項目，尺寸
依展場調整，須至現場實際丈量）、展覽主視覺及展覽文字呈

現之設計製作等，其設計樣稿及規格均經本會同意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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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製作物 數量 備註 

主視覺 
1 式 

數量至少 1 面，規格 1102*283cm 橫

式(尺寸依展場調整)。 

羅馬旗 2 款 

數量至少 20 面，設計、尺寸、材質

及樣式由得標廠商建議，經本會同意

後製作。 

邀請卡(含信封) 500 份 
印刷寄送由投標廠商負責，本會提供

郵寄名單。 

網站 banner 1 式 
設計樣稿經本會同意後上傳本會全

球資訊網。 

展覽簡介摺頁 1,500 份 
設計印製展場用中、英文撰寫之展覽

簡介。 

海報 1 式 1,000 張 

尺寸：A1(59.4×84.1cm)、 

廠商負責設計、完稿、印刷及寄送，

並彙整郵寄名單。 

作品說明牌 
依實際展出作

品數量製作 

中、英文撰寫(含作品創作理念、背

景故事等)，並負責設計、完稿、印

刷。 

酷卡 4 款 各 2,000 份 設計、完稿，經本會同意後印製。 

2.展覽文案：策展論述基本方向由藝術家提供，由策展人及執行

團隊撰寫，經本處及藝術家確認通過後定稿。其他文案如專輯
文字、簡介摺頁、藝術家簡介、作品介紹等，由執行團隊以策

展論述為基礎完成撰寫。 

(五) 推廣行銷及藝術評論： 

1.推廣宣傳：廠商應針對活動宣傳重點，提送行銷規劃(需含電

子及平面媒體等宣傳露出方式)，經本會同意後執行，並負責撰
寫展覽宣傳訊息供本會社群網站張貼。另為擴大活動效果，廠

商可運用自有公關通路，設計整體宣傳規劃，安排相關報導，

辦理活動訊息、新聞稿撰寫、發布及媒體通知，增加活動訊息
露出效益；如能結合各式行銷通路、異業結盟及與本會網站連

結之推廣活動，達到推廣宣傳之效果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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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評論：邀請藝評人書寫展覽評論至少 2篇(不含專輯專文

數量)，並發表於社群網站、網路媒體或平面媒體等平臺，露出

平臺須經本會同意後執行。 

五、 履約管理 

(一)工作會議： 

各期履約期間，執行團隊或本會得不定期邀請本案相關成員召

開工作會議，執行團隊應配合辦理。 

(二)展覽期間展示維護： 

得標廠商應負責本案展區相關展示設施之維護、維修及支應耗

材等費用(如展板、輸出、影音設備、照明設備等)；展區內若

有多媒體播放設備故障，須負責更換播放設備或另尋替代方
案。本案經費已包含展覽期間展品更換之相關工作及費用。 

六、 電子檔資料交付 

1 份為印刷用格式，1 份為 PC 版(WORD 文字檔，單張圖片 JPG

格式或 GIF 格式，解析度 600dpi)；另，全部書面資料內容及

其他版權證明書正本、文件等存成 PDF 檔 2 份。 

七、 著作權歸屬 

本案所使用之作品，其著作財產權歸原提供之個人或團體享有

，惟得標廠商應依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取得該作品之著作財產

權人書面同意，授權本會就「劉興欽老師邀請展」業務推動之
範圍內為任何之利用。其他因執行本案所完成非屬前述作品之

相關作品，其著作財產權歸本會享有，如有涉及著作權或其他

權利所引起之任何損害、糾紛、控告，概由得標廠商全權負責
。如因而導致本會受有損害，得標廠商應賠償本會所受之損失

。 

八、 服務建議書內容 

投標廠商應提交服務建議書一式 10 份並檢附光碟一張，一律以
A4 紙張中文橫式撰寫。首頁須加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章並由
負責人簽名，第 2 頁為目錄及頁碼索引，其次為本文，請依序編
頁碼排列整齊；製作服務建議書及契約簽訂前所需之成本由廠商
自行負擔，內容如下： 

（一） 執行內容之規劃構想（請依委託服務項目一～四，分別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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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執行組織架構圖（含分工職掌及人力配置與主要幹
部）。 

（三） 作業進度流程管控表。 

（四） 計畫主持人及廠商工作團隊之規模、專業、經驗與執行能
力：應詳列工作團隊之專責成員、編制，策展人及其他工

作人員如非屬廠商員工，應事前徵詢其同意始列入服務建

議書；以上人員之構成應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等相關規定，並請檢附同意書，

是否檢附同意書將列入評分參考。另本案涉及客家語言、

文化相關活動之規劃執行，請說明本專案處理人員之客語
溝通能力(非僅列客籍，應敘明客語聽、說能力或提供客語

認證相關資料)及廠商是否有「多元族群友善性」相關措施。 

（五） 團隊實績及簡介（包括辦理相關活動之實績，執行團隊及
協同合作廠商之名單、簡歷及專長等）。 

（六） 經費預算及明細（請依委託服務項目分別編列）。 

（七） 須檢具執行團隊成員及協同合作廠商同意參與本案之書面
證明文件。 

（八） 其他創意事項（執行團隊可依策展需要自行發想）。 

（九）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包含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
性加薪（普遍性加薪係指 80%以上員工獲得加薪；另配合

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於履約期間

給予全職從事本勞務採購案之員工薪資(不含加班費)至少
新臺幣 3萬元以上及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如

友善家庭措施、員工協助方案(如育嬰假或侍親假)、友善

性別(含多元性別)、員工協助方案、企業托兒、健康促進、
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等)，並須提供加薪公文或公告、

團體協約、勞資會議紀錄、工資清冊…等證明文件。 

（十） 其他有關事項。 

九、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截

止收件日前本會對招標事項如有變更，得修改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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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客家委員會 

「劉興欽老師邀請展」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 

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細項說明 單 價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 

. 

. 
    

 小計     

 

.     

. 

. 

. 
    

 小計     

. 

. 

. 

. 

. 

. 

     

 
合計     

備註： 

1.請名列本案各項費用成本分析 

2.按「1式」計價之項目，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需詳列細項內容。 

3.本計畫請勿編列展覽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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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客家委員會 

「劉興欽老師邀請展」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 

廠商服務建議書與評選項目對照表 
 

評選項目/配分 
廠商服務建議書 

章節 頁次 備  註 

1.廠商專業及執行能

力 
   

(1)計畫主持人及廠商

工作團隊之規模、專

業、經驗與執行能力

（35 分） 

   

(2)企劃內容之完整性

及可行性（25 分） 
   

(3)行銷與宣傳之創新

性及多元性（10 分） 
   

2.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20 分） 
   

3.廠商企業社會責任

(CSR)指標（5 分） 
   

4.簡報及答詢（5 分） 
   

註：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寫，併入本採購案服務建議書徵求文件。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包含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普遍性加

薪係指 80%以上員工獲得加薪；另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

加薪）、於履約期間給予全職從事本勞務採購案之員工薪資(不含加班費)至少

新臺幣 3萬元以上及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如友善家庭措施、員

工協助方案(如育嬰假或侍親假)、友善性別(含多元性別)、員工協助方案、企

業托兒、健康促進、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等)，並須提供加薪公文或公告、

團體協約、勞資會議紀錄、工資清冊…等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