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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一、 活動目的 

為推動客家語言與文化永續傳承，透過客家歌曲之傳唱，提升客家語言

文化與精神之能見度，並提供北、中、南、東地區客家社團成果展演及

增加客家鄉親互動交流機會，特舉辦「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 

二、 辦理時間：自決標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 

三、 預算金額 

本採購預算新臺幣 536 萬元整（含稅）為上限，共 2 案，採複數決標，

北區及東區場計畫預算以新臺幣 250 萬元整為上限(為跨年度預算，109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50 萬元、110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200 元，110

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採購法第 64 條

規定辦理)，中區及南區場計畫預算以新臺幣 286 萬元整為上限(為跨年度

預算，109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57 萬 2,000 元、110 年度預算金額為新

臺幣 228 萬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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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區域及日期：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賽事依辦理區域分為北區場、中區場、南區場

及東區場，投標廠商選取北區及東區場或中區及南區場其中 1 案為標的，

除於標封外部註明投案名稱外。若選取 2 案者，每案均應檢附投標文件，

並各案分別裝封。 

（一）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北區場(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新竹市)、東區場(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各區於

109 年 11 至 110 年 1 月期間擇例假日辦理。 

（二）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中區場(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

縣)、南區場(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各區於 109 年 11 至 110 年 1 月期間擇例假日辦理。 

（三） 上述各區比賽場次辦理日期經本會同意後執行。 

五、 委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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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辦理客家歌謠觀摩賽： 

1. 競賽資格：符合該區之立案社團，每社團至多 1隊，每隊至少 12人以上

(每人限報名 1 區 1 隊，不得跨區、跨隊參加)。北區場及中區場預估各

130 隊、南區場預估 80 隊、東區場預估 30 隊。(本會得依實際報名情況

調整) 

2. 活動地點：擇交通便利、易達性高之室內場地辦理(每區場地初步規劃以

能容納 500（含）人以上為宜，並由廠商提出 3個建議地點，經本會擇一

同意後執行)。 

3. 報名期間： 

(1) 受理報名期間原則為 30 天，並於每區比賽前 15 日完成報名。 

(2) 報名截止後，廠商須於 7 日內彙整成一覽表(含報名者姓名、年齡、

性別、居住城市、參賽歌曲、聯絡地址、電話等資訊)提交本會備查。 

(3) 廠商至遲應於報名截止後 10 日內完成各組參賽順序抽籤、公布於本

會網站及臉書，並個別通知報名者。 

4. 參賽歌曲： 

(1) 每隊報名時曲譜出自本會出版《客家歌謠選集》、《客家歌謠選集 II》、

《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II》者，免

提供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如選曲非出自上述曲譜，請隊伍自行提供曲

譜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以 5分鐘為限) 

(2) 比賽當天由參賽者自備原版伴唱音樂或現場彈琴伴奏，廠商需備電子

琴供參賽者使用。 

5. 比賽方式： 

(1) 比賽流程由廠商規劃，包含規則說明及評審休息時間。 

(2) 開放報名前，廠商需規劃評分標準及比賽方式，經本會裁定後執行。 

6. 每區獎勵說明： 

(1) 特優獎：1 隊，頒給獎座 1 座、獎狀 1 幀，獎金新臺幣 6 萬元(含稅)。 

(2) 優等獎：3 隊，各頒給獎座 1 座、獎狀 1 幀，獎金新臺幣 4 萬元(含稅)。 

(3) 甲等獎：其餘完賽團隊得列為甲等，各頒給獎狀 1 幀，獎金新臺幣 2

萬元(含稅)。 

(4) 每區獎盃數原則為 4 座，獎盃需雷雕賽事名稱及獎項文字、附收納盒。 

(5) 各獎項名額本會有權調整或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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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到場領獎者之獎狀可於賽後 10 天內寄發，由廠商負責寄送。 

(7) 上開獎金由本會支付獲獎團隊，廠商須協助發放並製作、蒐整簽收收

據，並設計製作前揭獎座及獎狀。 

7. 每區評審團組成： 

(1) 規劃比賽評分標準、評審流程、評審分配、相關規則、評審表件、資

料及彙整評審結果等。 

(2) 每區各邀請專家學者至少 5 人擔任評審委員，評審委員名單需經本會

同意後邀請。 

(3) 編列評審委員審查費、出席費、住宿費及交通費等相關費用。 

8. 比賽主持人：每區須安排至少 1 位主持人，負責活動前介紹、串場與相

關活動宣傳等事項，並應具流利之客、華語聽說能力及相關主持經驗。 

9. 頒獎典禮： 

(1) 每區規劃頒獎典禮一場，安排精通客、華語主持人至少一名。 

(2) 每區須規劃開場表演一團，表演者可為客家優秀歌手、團體或本會舉

辦之客家歌唱、合唱比賽、客家歌謠觀摩賽得獎隊伍。 

(3) 廠商須規劃頒獎貴賓媒體簽到處及相關動線。 

10. 每區舞臺周邊硬體設備及各式製作物： 

(1) 廠商須配合場地環境，妥善規劃比賽背板，以及設置賽程及場地配置

圖。 

(2) 製作參賽證、評審桌牌、頒獎支票看板、MIC 牌及動線指引標示，並

區隔評審區/計分區/預備席/觀眾席。 

(3) 各活動所需之燈光音響設備及舞台場地佈置應符合安全措施，所需用

電量請自行估算，如超出場地供應的用電量，廠商須另行規劃發電機。 

(4) 評審席須設置監聽耳機供評審使用。 

(5) 活動現場須於舞臺等適當位置，以螢幕顯示之類方式呈現參賽順序、

歌名等資訊。 

(6) 比賽會場須備有印表機以即時列印評分表等文件。 

(7) 會場布置須於活動前 1 日完成。 

(二) 文宣及行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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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本會另行設計之主視覺 LOGO 製作 EDM 及設計活動網頁、線上報

名方式等，並透過網路行銷推廣比賽。 

2. 各區比賽活動期間，得標廠商須配合本會新聞發布所需，撰寫各區新聞

稿及辦理宣傳事宜。 

3. 得標廠商需印製各區秩序冊 A4 尺寸、雙面彩印。每區依報名隊數及實際

執行需要，印製足額冊數，內頁須包含目錄、比賽規則、賽程、相關活

動預告等資訊。 

4. 製作評審、工作人員識別證，參賽者須提供參賽證。 

5. 印製及寄送各式文宣： 

(1) 依需求規劃比賽報名簡章，北、中、南區印製至少各 1,000 份，東區

至少 300 份。 

(2) 海報:A1 尺寸、彩色印刷、每區至少 300 張。 

(3) 設計頒獎典禮邀請卡每區 200 份(含信封)及電子邀請卡，內容包含活

動日期、地點、流程、交通資訊等。 

(4) 直式立旗 30 組（含旗桿、旗座；彩色印刷，尺寸為 5 尺 x2 尺），路

燈旗 50 組(含配件、施工與復原)，大型帆布看板輸出，懸掛適當場域，

設計、尺寸、材質及樣式由得標廠商建議，經本會同意後製作，得標

廠商並須負責旗幟刊掛路權申請。 

(三) 活動紀實：提供專業攝影人員，於本案執行期間拍攝多角度照片(解析度

須達 300dpi 以上、JPG 或 GIF 檔)並精選照片至少 200 張(電子

檔)。 

(四) 教育推廣活動(經本會同意後執行)： 

1. 得標廠商須每區規劃辦理至少 1 場次音樂賞析之講座，辦理方式不拘。 

2. 講座活動現場布置、指標及報到等人力均由廠商視實際需求提供。 

3. 廠商需於服務建議書中列出擬邀請之教師名單、辦理之方式。 

(五) 其他： 

1. 比賽報名進度需安排專人小組彙整資料，並適時回報數據。 

2. 提供評審與工作人員及參賽者足夠餐點及茶水。 

3. 比賽、活動現場均須配置合格醫護人員至少 2 員及基本救護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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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本案產生之個人所得，概由廠商依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得歸戶

及扣繳事宜。 

5. 得標廠商負責活動期間硬體設備之維護、保險及保全事宜。 

6. 活動如涉及應向地方政府或學校協調交通疏導、秩序維護、場地清理、

臨時廁所、醫護支援等事項，得標廠商須依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並於活

動前合理時間備齊相關資料送本會協調或行文；惟若涉及付費，由得標

廠商負責。 

7. 危機處理：如遇天候狀況不佳，得標廠商應依事實提出雨天備案等緊急

應變方案或配套措施，送經本會同意後，據以緊急應變處理，相關費用

由得標廠商負責。 

8. 每日活動結束須將場地恢復原狀，並完成會場及周邊之清理。 

9. 比賽期間本會如派員進行錄製播出時，請提供必要之協助。 

(六) 結案報告書： 

得標廠商應於 110年 3月 31日前，將各區結案報告書、照片紀錄、著作

證明書正本、文宣品附件、電子檔等送交本會驗收。電子檔存為印刷用

格式及 PC版（WORD文字檔，單張圖片至少須為 1,000萬畫素 JPG格式或

GIF格式）。 

六、 辦理時程查核：為確保活動品質及掌握工作時程，得標廠商應依下列期

程提出作業情形報告，並送本會審查確定後據以辦理： 

(一)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依本會業務執行需要及排定期程召開工作小組會

議，並提出籌劃及執行情形報告。 

(二) 本會並得不定期請得標廠商進行專案報告。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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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執行之具體性及可行性：包含活動之創意構想、規劃內容、行銷

宣傳主持人、會場布置、流程設計、照相紀錄、工作期程及效益評估

等。 

(二) 組織團隊專業能力：說明本案執行團隊之專業能力、經歷及人力配置

與其他過去辦理同性質或相似之標案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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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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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元族群友善性」相關措施。 

(三) 活動創意與文宣品設計：配合本會之主視覺 LOGO 設計活動相關文宣

及獎座、獎狀設計等。 

(四) 各項工作進度管制表，須就本採購案委託項目列出工作進度表，並以

甘特圖呈現。 

(五)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請依據本案委託服務辦理項目及其他相關經費分

別詳列（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報價超過預算者，不予減價機會），並請

參考本會訂定之經費明細表格式（如附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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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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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其他：除規定必須完成工作事項外，如有其他創意或建設性項目或資

料，可自行併於服務服務建議書中提出。 

八、 本會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有關投標服務建議書

內（含封面）所述及本會名稱部分，請一律使用「客家委員會」。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得標廠商辦理本案相關作業所衍生之一切費用（如場地費及器材費等）

均由廠商自行負擔，廠商不得藉任何理由要求增加本案預算經費。 

(二) 本會得視需要，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活動內容及執行方式。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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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 

企劃執行勞務採購案 

（北東區或中南區）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品項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1-1       

1-2       

 小計      

2       

2-1       

2-2       

 小計      
…
… 

      

 合計      

 

備註： 

1. 請明列本案各項費用成本分析，包含項目、品項、規格、單位、數量及單價

等。 

2. 按 1式計價項目(除雜支、管理費項目外)，需詳列細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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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客家委員會 

「客家歌謠交流觀摩賽」（北東區或中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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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執行之具體

性及可行性（30

分） 

   

（2） 組織團隊專業能

力（15 分） 
   

（3） 活動創意與文宣

品設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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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寫，併入本採購案服務建議書徵求文件。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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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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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