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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 

「浪漫臺三線具體成果專書」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壹、計畫目的： 

為推廣臺三線沿線客庄人文地景特色及聚落產業扶植，本會自 105 年成立

「行政院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台」，結合中央 11個相關部會及桃園、

新竹、苗栗、臺中 4 個縣、市政府共同參與，整合跨部會及跨縣市百項以

上計畫，並以「人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展」三大面向為主軸，

全力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為展現相關跨域治理運作機制、推

動策略、合作模式及成果績效，擬集結成冊以為後續推動六堆及臺九線之

參考。 

貳、履約期程： 

自決標日起至 111 年 4 月 15 日止。 

參、經費規模： 

總經費以新臺幣(以下同) 600 萬元為上限(含稅)。其中 110 年度預算計 360

萬元整(占 60%)，111 年度預算計 240 萬元整(占 40%)，計 600 萬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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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委託服務內容： 

項  目 規    格 數  量 備  註 

【1】出版規劃 

【1-1】 

成立編輯

小組 

成立編輯小組，並聘請熟稔客家文化、研究、關注客

家政策之專家、學者為編輯顧問至少 2 人，協助內容

審核、文字修飾及編輯指導等事宜，顧問名單應經本

會同意。 

 經本會同意後

辦理。 

【1-2】 

出版設計 

1. 企劃本專書主軸與架構，規劃適當書名，並完成整

體設計（包括封面、封底、內頁、照片、排版設

計及美術編輯等事項），佐以實景拍攝之精美照

片以提供可看性，並邀請風格適宜之設計或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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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統一調性之素材、內容、圖片、照片等，以

圖文並茂方式編排，並使用 QR code 掃碼或附冊

等方式補充說明。 

【1-3】 

內容編撰 

1. 對浪漫臺三線跨域治理運作機制、推動策略、合

作模式及成果績效，透過文字轉譯，以社會網絡

聯繫及跨領域行政工作角度切入，呈現跨域治理

價值及樸實無華的客家精神，編輯製作客家文化

公共行政工具書。 

2. 以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之「人文形

塑」、「環境整備」與「產業發展」三大面向延伸： 

(1)人文形塑面向：撰寫內容包含客庄人文地景調

查研究、客庄慢活理念建構及宣揚、推動客家

新工匠文化、臺三線客家藝文創作聚落/平臺打

造、臺三線浪漫大道之意象形塑及區域行銷、

健全長期照護醫療系統等策略。 

(2)環境整備面向：撰寫內容包含重建臺三線景觀

軸帶、建置客家文教、產業基地、建設客庄傳

統聚落人文風貌、綠色交通路網等策略。 

(3)產業發展面向：撰寫內容包含產業人才培育訓

練、客庄產業聚落開發及輔導、客庄特色行銷

推廣、青年回鄉創業支持體系、科技加值體

驗、食農教育暨新農業扶植等策略。 

並納入前瞻基礎建設核定項目，定位為行政部門

未來執行相關計畫之工具書，內容以計畫施政推

動過程、遭遇困難、解決策略模式、檢討、成果

及未來展望，呈現跨域治理運作機制、策略、活

動執行、公私部門協力參與、社會網絡連結等，

融入客家精神及客家公共秩序形成特色。 

3. 需進行諮詢、採訪推動執行浪漫臺三線政策機

關、參與者及具代表性之人物，並以對談或故事

敘述方式串聯。 

4. 廠商須另行指派專人負責校稿工作，以求內容完

整性及正確性。 

5. 廠商需指派專人作為與本會聯繫之窗口，負責與

本會溝通相關事宜。 

6. 請參酌「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各項事宜。 

如規

格。 

經本會同意後

辦理。 

 

【2】印製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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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製作規格 

依據本會審定通過之企劃主軸、架構、編輯方式，規

劃本書相關印製尺寸、頁數、紙張材質、色彩管理、

印刷及裝訂方式等，相關樣式均須經本會確認後始可

正式印製及裝訂。交貨驗收時，廠商須附紙廠證明正

本，或提供工具當場抽驗紙張種類及磅數，確認是否

合於印製規格。 

建議規格如下： 

1.尺寸：17 公分(寬)x23 公分(長)(正負 0.5 公分)。 

2.內頁：64g/m2 高白雜誌紙(或以上等級紙)；內頁穿

線膠裝（或以上等級）；需含分書帶，分書帶需設

計為底部不散絲，專書內文須至少 300 頁。 

3.蝴蝶頁：150 磅道林紙 (或以上等級紙) 

4.以上材質請依封面設計挑選適合紙張，並考量紙張

之強度及全書耐用性。 

廠商如有更好提案可提出說明。 

如規

格。 

經本會同意後

辦理。 

【2-2】 

印製數量 

須印製 1,500冊，其中至少 1,000 冊，廠商應規劃贈

予相關單位或依本會指定單位，完成贈與及寄送等相

關事宜(至少 694 處)，以擴大本案出版品之流通性與

影響力。其餘冊數於印製完成後交付本會，並依本會

指定時間及地點送達。 

1,500

冊 

 

【3】結案事宜 

【3-1】 

結案事宜 

1. 廠商應檢送下列圖檔：完稿之文字檔、所使用之

所有圖片(含照片)檔案、完稿內容(美編後)印刷

檔案、電子書檔案。 

2. 廠商應於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前將本案成果編

輯成可列印輸出格式，並提送結案報告書及契約

應交付文件辦理結案，紙本與電子檔各 3 份，所

附圖檔須達 800 萬畫素以上。 

3. 相關電子檔應以光碟儲存，並於光碟原標清楚標

示內容、讀取軟體需求、電子檔容量、出版時間

等，並附保存盒。 

如規

格。 

 

【4】其他 

【4-1】 

其他 

本案所有應辦事項，須經本會同意或審查通過後，始

得辦理相關事宜。廠商應配合出席本會召開之各階段

審查（編撰）會議，並提供相關資料供審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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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期程查核： 

時程 工作項目 

第 1 期 

(簽約後 40 日內) 

1.提交本案工作之細部執行計畫（應包含具體執行進

度時程規劃及其他相關規劃等，其具體執行內容仍

須本會另行同意後執行）。 

2.提交編輯計畫送本會審查，應含確立之故事主題、

章節架構、編輯小組成員、圖文撰稿者、美編設計

者、版型（開本、頁數、色彩、紙張等）規劃。 

第 2 期 

(110 年 11 月 30 日前) 

1.完成全部內文初稿，送交本會審查。 

2.完成諮詢、採訪相關機關及人物，並提送相關資料。 

第 3 期 

(111 年 1 月 31 日前) 

完成全部圖文編稿(含整體內文、內頁版型、美編排

版設計、封面及封底設計)，並提送圖文著作清單、

相關權利說明等送交本會審查。 

第 4 期 

(111 年 3 月 15 日前) 

完成本案出版印製作業，並依本會指定地點送達。 

第 5 期 

(111 年 4 月 15 日前) 

1.於 111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全案計畫工作項目，並

檢送全案結案報告書一式 3 份(含電子檔)。 

2.辦理本案結案驗收事宜。 

 

陸、其他 

（一）侵權責任承擔：履約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

擔一切法律責任。 

（二）服務建議書一式 12 份，一律以 A4 紙張中文橫式撰寫（圖表可用 A3 紙

張製作摺成 A4 尺寸）。首頁須加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章，第 2 頁為目

次及頁碼索引，其次為本文，請依序編頁碼排列整齊，雙面印刷左側裝

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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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

委託服務內容及下列規定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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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執行計畫內容：依據委辦事項（含本案執行構想、理念、計畫內容、工

作項目、執行進度、實施方法與步驟、整體空間規劃草案、執行期程、

預期效益、相關文宣試編設計樣稿等）逐項敘明，另以表格方式簡要敘

明提供服務數量及規格。如能提供其他附加價值，亦得於服務建議書內

說明。 

     2.計畫內使用之軟、硬體設備及資源等。 

     3.本案經費執行財務規劃：預估本案所需之各項明細費用，依工作項目及

規劃內容，具體填寫數量、規格、單價及總價（含稅），並參照本會經費

明細表格式（如附件）編列。 

     4.廠商執行本案工作人員編組、簡介組織團隊：應詳列公司、組織團隊之

專責成員，所列工作人員（服務建議書內所列人員）其中非屬廠商員工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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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之參考。 

     5.計畫執行工作流程及時程進度管制規劃。 

     6.附件內容應包括投標廠商簡介及曾經辦理相當規模（或以上）之相關活

動實績（得標承作部分，不含分包）或其他有關事項。 

     7.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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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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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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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近一年度綠色採購申報金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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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度

綠色採購申報金額…等證明文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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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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 
「浪漫臺三線具體成果專書」勞務採購案 

經費明細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單價

(元)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1 

出版規劃 

1-1 成立編輯小組 
 
人 

 
  

1-2 出版設計  頁    

1-3 內容編撰  頁    

1-4 …      

小計   

2 

印製發行 

2-1 
寄送各相關團體單位

物流作業 
 處   

 2-2 印製作業  冊 1500  
 

2-3 …      

小計   

3 

結案事宜 

3-1 結案事宜  式    

3-2 …      

小計   

4 

其他 

4-1 雜支  式    

4-2 行政管理費  式    

4-3 …      

小計   

 總計(含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