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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2021年電視廣告託播」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一、主旨：為使本會宣傳短片或音樂 MV，於電視頻道之播出取得最佳的傳

播效果，同時提升客家族群之認同感並增進其他族群對客家之

認識，特委由專業廠商執行託播事宜。 

二、執行期間：自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三、預算金額：新臺幣 4,000萬元整（含稅），惟本勞務採購案為開口契

約，服務價金依實際履約標的覈實支付費用（本案預算為

110年度預算，如因立法院審議結果未獲通過或刪減，得

依政府採購法第 64條辦理；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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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標的： 

（一）執行方式： 

      1.傳統電視（TV）：提送「2021年電視廣告/MV託播」經費分

析明細表（以 10秒檔計算，表格如附件 1）。含所有可使用

之電視廣告/MV頻道、時段（含主檔、副檔及贈檔）、數量、

單價、複價、總價等明細及預估效益（含總收視點/GRP、每

收視點成本/CPRP等），廠商所提電視頻道及時段越多者尤

佳。 

      2.網路影音（OTV）：提送「網路影音」(Online TV，OTV)上刊

建議，包括刊播之媒體、版位、尺寸、預估效益(如接觸人

次等)，並提供「網路影音上刊建議」經費分析明細表 (表

格如附件 2)。本項所稱之網路影音，係指民眾使用電腦及行

動載具上網收看之影音平臺或網站。 

      3.廠商須於服務建議書提出結合傳統電視及網路影音之操作

模式。 

（二）執行託播/上刊需求： 

本會將於短片排定宣傳期後，提出電視廣告託播或網路影音上

刊需求，廠商應依據需求執行相關服務，託播原則如下： 

1.播映片長：以 30秒或 1分鐘為原則，實際長度依本會實際

託播之短片為準。 

2.播出媒體：各無線電視、有線電視頻道或網路影音，依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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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傳播對象擇適合之頻道或網站播出。 

3.託播/上刊經費：依每部短片之宣傳目標而定；本會將於每

次提出託播/上刊需求時告知廠商該次之預算金額。 

4.託播/上刊期間：依每部短片之宣傳計畫而定；本會將於每

次提出託播/上刊需求時告知廠商該次之託播/上刊走期。 

5.託播排期表及上刊建議： 

（1） 本會提出託播/上刊需求時，得標廠商須在 3天內針對

該短片傳播效果提出電視與網路影音最佳預算分配，

並提送「電視廣告/MV託播排期表」或「網路影音上刊

建議」相關收視率/保證觸及人次分析及事前評估等資

料；該託播排期表與上刊建議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方

可執行。 

（2） 該「電視廣告/MV 託播排期表」內容應含：播出日期、

頻道、時段、節目名稱、播出檔次、秒數、單價、複

價、總價、贈送檔、播放帶規格、託播策略分析及預

估效益（含總收視點/GRP、每收視點成本/CPRP等）。 

（3） 該「網路影音上刊建議」內容應含：刊播之媒體、版

位、尺寸及預估效益(如保證觸及人次等)。 

（4）本會如對該「電視廣告/MV託播排期表」或「網路影音

上刊建議」有修正意見，得標廠商應依據本會意見修

正，每次修正須於 2天內完成並送件，直到本會無意

見為止，得標廠商不得有異議或要求另增費用。 

6.除本會已提供足夠之播出帶外，得標廠商應提供拷貝播出

帶、遞送播出帶、快線等其他託播相關服務。 

（三）整理結案報告： 

1.傳統電視：得標廠商於驗收時，須檢附由公正客觀之第三者

出具正式證明之監播表（含播出日期、頻道、時段、節目名

稱、總秒數，並標示收視率及總收視點/GRP）及事後評估報

告，未達成所提之檔次者，依契約書相關規定處理。 

2.網路影音：得標廠商於驗收時，須檢附各執行之網路影音播

出證明(如觸及人次等)及版位刊播頁面。 

3.全案執行完畢後，得標廠商應提送全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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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除傳統電視託播之接觸人數、觸達率、觸達頻率、每收

視點接觸成本及收視觀眾輪廓分析等，若有規劃網路影音託

播，另請提供結合傳統電視與網路影音之投放效益評估報

告，交本會辦理結案。 

（四）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為即時協助本會掌握跨媒體平台的廣告量能現況，廠商應自

110年 1月 1日起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1名於本會（共 12個月），

並配合本會辦公時間，負責本案相關業務聯繫接洽及其他交辦

案件之處理，僱用條件如下： 
1. 大專校院（含）以上畢業，具廣告動態監看紀錄及公務機關

文書處理相關工作經驗達 1年以上，或高中職（含）以上畢

業且具廣告動態監看紀錄及公務機關文書處理相關工作經

驗達 3年以上。 

2.個性積極主動，具耐心、細心、協調能力與服務熱忱，若能

通曉客語者尤佳。 

3.熟諳電腦文書處理(如：Excel、Word、PowerPoint)等電腦

能力。 

4.工作規範： 

(1)工作時間：廠商派駐於機關之工作人員每日工作時間 8

小時，並應依機關上班時間之規定，惟機關如因業務需要

延長工作時間時，亦應配合。 

(2)工作項目：協助處理本計畫各項行政工作、聯繫接洽、

服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5.人員薪資、工作獎金、加班費及不休假工資等詳契約條文規

定，請依需求匡列「2021年電視廣告託播勞務採購案派駐全

職駐點人員」經費分析明細表（如附件 3）。 

（五）本案試作主題如下： 

          1.短片長度：30秒鐘。 

          2.短片主題：「客家桐花祭」宣傳短片（請進入好客 ing-客家

影音網路平台broadcasting.hakka.gov.tw  ，搜尋109年「客

家桐花祭」宣傳短片）。 

          3.傳播對象：全體國民。 

          4.託播期間：110年 5月。 

          6.預算金額：新臺幣 400萬元。 

 



 4 

五、服務建議書撰寫： 

投標廠商應依據下列項目撰寫服務建議書(並請填列「附表」)，以 A4

規格、直式橫書中文打字，1式 10份，併同投標文件送交本會評選，

服務建議書須包括下列內容： 

（一） 媒體計畫及服務內容：應包含頻道組合、排期規劃及網路影音

規劃等之託播策略、託播頻道選擇依據與傳播對象收視分析，

電視頻道及時段多樣性、預估效益與預算分配等。 

（二） 本案試作主題託播服務建議書，含：播出日期、頻道、時段、

節目名稱、播出檔次、秒數、單價、複價、總價、贈送檔、託

播策略分析及預估效益（含總收視點/GRP、每收視點成本/CPRP

等）。另可自行評估是否搭配網路影音，以提升宣傳效益。 

（三）「2021年電視廣告/MV託播」經費分析明細表：提出所有可供

播放電視廣告使用之電視頻道、時段（含主檔、副檔及贈檔；

至少應包含無線（臺視、中視、華視及民視等）及有線電視頻

道（年代、中天、東森、三立、TVBS、緯來、八大、福斯、非

凡、衛星娛樂、DISCOVERY、ESPN、AXN、民視新聞臺、壹電視

等家族頻道 18：00-24：00時段）、數量、單價、複價、總價

等明細。 

（四）「網路影音上刊建議」經費分析明細表：提供所有可供刊播之

網路影音平台及網站，以及版位、尺寸、單價、總價、預估觸

及人次等明細。 

（五）過去相關案例及工作人員經歷。 

（六）其他可提供之專業服務（無則免；若有規劃，請考量其執行可

行性及實用性，並將納入評分考量，得標後列為應執行事項，

惟若全案履約價金低於決標金額 80%，此項目得視實際履約價

金等比例執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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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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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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 得標廠商應依託播排期表所提內容履行契約，如因本會需要修

正部分內容及進度時，廠商應配合辦理。 

（二） 於本案執行期間，本會得視市場實際現況，協議調降各電視頻

道廣告託播單價。 

（三） 本採購案經費明細分為「開口契約」及「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等 2部分，說明如下： 

     1.「開口契約」部分：以「決標總價」扣除「派駐全職駐點人         

員」部分經費後，依服務建議書「2021年電視廣告/MV託播」

及「網路影音上刊建議」經費分析明細表單價履約，如附件 1、

2。 

         2.「派駐全職駐點人員」部分：請投標廠商依本會需求匡列經

費，依「2021年電視廣告託播勞務採購案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經費分析明細表履約，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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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客家委員會 

「2021年電視廣告/MV託播」經費分析明細表 
 

媒體 

類別 
長度 

頻道 

名稱 
節目名稱 時段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10秒        

總價 新臺幣             萬元整 

 

1.該表格條列數若不夠使用，請自行增加延伸。 

2.本案總價經議價程序後，每一廣告頻道之單價應依比例調整。 

3.一般廣告短片及音樂 MV請分開二張表列敘明。 

4.本案總價（一般廣告短片及音樂 MV合計）之編列，應於加總「附件 2」

「網路影音上刊建議」經費分析明細表及「附件 3」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經費後，維持於預算金額新臺幣 4,000萬元整內，超過者視為不合格標。 

5.至少應納入無線（臺視、中視、華視及民視等）及有線電視頻道（年代、

中天、東森、三立、TVBS、緯來、八大、福斯、非凡、衛星娛樂、DISCOVERY、

ESPN、AXN、民視新聞臺、壹電視等家族頻道）18：00-24：00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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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客家委員會 

「網路影音上刊建議」經費分析明細表 
 

媒體 

類型 
規格  版位 尺寸 單價 

預估 

觸及人次 
備註 

       

       

       

       

       

       

       

       

       

       

       

       

       

       

       

          

總價 新臺幣             萬元整 

 

1.該表格條列數若不夠使用，請自行增加延伸。 

2.本案總價經議價程序後，每一項目之單價應依比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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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客家委員會 

「2021年電視廣告託播勞務採購案派駐全職駐點人員」 

經費分析明細表 

 
項次 品項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駐會人員薪資 月 12 28,840 346,080 
每月基本薪資
未稅前須為新
臺幣 28,840元 

2 駐會人員勞保     雇主每月需負
擔勞、健保及勞
退費用，須含
稅，請依政府相
關法令最新規
定編列 

3 駐會人員健保（含補充保費）     

4 駐會人員勞退金     

5 駐會人員工作獎金     

依全年 1個月
薪資乘以全案
在職天數所占
比例計算 

6 
駐會人員加班費 

(匡列金額已含稅) 
式 1 30,000 30,000 

本項請勿修改
（檢據覈實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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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客家委員會 

「2021年電視廣告託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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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內容適當性

（45分） 

   

2.價格及預算分配之

合理性（30分） 

   

3.廠商執行能力及過

去 履 約 績 效 (20

分) 

   

4.廠商企業社會責任

(CSR)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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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