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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臺三線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綱要計畫」 

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一、計畫緣由： 

經檢視本會於客庄地區推動建設計畫多年之執行成果，發

現亟需全面性與指導性的客庄城鄉空間整體發展綱要計畫，為

利客庄百年基業之發展，擬以臺三線客庄區域為示範，於客庄

地區制定完整規劃及設計發展計畫藍圖，藉以改變既有零星式

建設，展現在地空間美學基調、樹立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典範，

成為地方政府客庄空間發展之指導原則。期能建構宜居環境並

提供觀光發展利基，作為後續本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

及其他客庄區域推動之參據。 

二、計畫目的： 

為客庄百年發展的推動架構與根基，建立合宜之客庄建設

藍圖。藉由本計畫建立臺三線地區制度性規範，制定合宜之客

庄未來發展部門指導計畫，擘劃未來客庄區域發展綱要及生活

圈管理計畫。 

綱要計畫內容包含土地資源的盤點與分析、文化風貌及重

點景觀發展區的指認以及管理原則、自然及人文景觀、客家人

口、經濟、產業、開放空間、公共設施、部門計畫彙整（產業

發展、生活環境、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教育文化、

醫療保健、觀光遊憩、公害防治、產業發展、社會福利）、並提

出規劃可行性評估及開發方式（含永續經營改善目標評估）、訂

定土地規劃目標（包含都市及非都市計畫區之管理）、可逆性都

市計畫之評估及地方意願調查等。 

本計畫以臺三線沿途行經之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與臺

中市等4縣市共16處客家人口過半之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

市、區，詳計畫範圍如後），作為推動本計畫之主要研究及規劃

範圍，從空間結構面探究產業（中介產業、關聯產業）、文化、

社會建構的整體環境改造，從景觀環境研析合宜客庄未來發展

之美學、生態、生活（創生、休閒）組合成的風貌，構思客家

文化地域性格空間保存與發展，爰委託專業團隊辦理「臺三線

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綱要計畫」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 

三、履約期程： 

自決標日起至民國112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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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規模： 

總經費以新臺幣（以下同）1,200萬元（為跨年度經費，

110年度預算占20%，計240萬元，111年度預算占50%，計600萬

元，112年度預算占30%，計360萬元；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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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計畫範圍： 

以臺三線沿途經過之16處客家人口過半之文化重點發展區
（鄉、鎮、市、區）為主要計畫範圍，涵蓋桃園市2處平鎮區與
龍潭區；新竹縣5處關西鎮、橫山鄉、竹東鎮、北埔鄉與峨眉鄉；
苗栗縣6處南庄鄉、頭份市、三灣鄉、獅潭鄉、大湖鄉與卓蘭鎮；
臺中市3處東勢區、石岡區與新社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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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託服務內容： 

（一）研提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發展構想(期初工作項目) 

本期初工作須指認並劃設臺三線地區16鄉鎮重點景觀地

區及客庄生活圈範圍，並繪製客庄生活圈範圍界址相關應用圖

資。 

1. 計畫範圍之土地資源盤點分析，環境條件解析及區域性空

間發展目標(應包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與國土計畫或上位

計畫關連性分析、公私有土地查詢、人口分布情形調查、

景觀資源類型等相關法令及計畫分析。 

2. 計畫範圍環境調查以及城鄉發展分析預測(應包含交通道

路、產業概況與分布、環境生態分析、文化資產資源調查

等）。 

3. 既有景觀資源的分類與特性分析（至少包括自然地景、人

為景觀、客庄生活文化景觀三類）。 

4. 客庄生活圈空間結構及環境模式分析。 

5. 指認客庄生活圈範圍（含空間及社會人文條件之特色分

析、定位及課題對策），並製作範圍書圖(至少應包含街道

圖、地形圖、公私有地分布圖等各圖層，比例至少

1/10,000，圖層及圖例應依本會意見調整)。 

6. 建構客庄重點景觀地區之劃設基準及指認客庄重點景觀地

區範圍。 

7. 研擬重點景觀地區指導原則及實施策略構想。 

8. 本階段住民參與及意見蒐集方案： 

(1) 辦理地方意見與客庄耆老訪談：訪談對象應提供名單

並經機關討論確認同意，並不得少於20人。 

(2) 辦理各領域專家學者意見訪談：訪談對象應初列名單

並經機關討論確認同意，並不得少於6人。 

(3) 召開4縣市政策座談會議至少2場。 

(4) 召開16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共

識工作坊或座談會議（作為在地指認重點景觀地區範

圍前置作業）。 

(5) 召開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6) 配合本會召開工作會議。 

 

（二）擬定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發展計畫 (期中工作項目) 

本期中工作須提出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發展管制指

導原則，作為指導地方政府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與空間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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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並繪製重點景觀區範圍界址相關應用圖資。 

1. 研擬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空間發展願景及成長管理計

畫。 

2. 研訂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發展綱要指導原則及管理原

則構想。 

3. 評析重點景觀區分類原則與條件設定。 

4. 自然地景、人為景觀、客庄生活文化景觀之發展策略。 

5. 繪製重點景觀地區範圍圖(比例尺不得少於1/3000，圖層及

圖例應依本會意見調整)。 

6. 研提重點景觀發展區適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7. 本階段住民參與及意見蒐集方案： 

(1) 辦理各領域專家學者意見訪談：訪談對象應提供名單

並經機關討論確認同意，並不得少於 10 人。（可沿用

期初階段訪談學者對象，以釐清指導原則及劃定範圍

的實際運用成果） 

(2) 召開至少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3) 配合本會召開工作會議。 

 

（三）訂定客庄生活圈及重點景觀區風貌管制計畫(期末工作項目) 

本期末工作須提出客庄生活圈內重要鄉街及重點景觀區

風貌管制及空間設計準則（含街道景觀美學和整體環境設計原

則與規範）。 

1. 研提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發展綱要行動計畫及政策宣言。 

2. 研提重點景觀區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關連性並提出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及方案建議。 

3. 研擬重點景觀地區之可逆性都市計畫評估作業項目（內容

須含研議私有土地所有權利之維護及補償方案之可行性）。 

4. 研提5處重點景觀區示範地區之空間設計準則（含街道景觀

美學和整體環境設計原則與規範）、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5. 擬具都市計畫管制規定、國土計畫部門計畫建議內容，提

供地方政府作為後續都市計畫土管要點修正或國土計畫部

門計畫建議（含提出引導地方政府訂定相關自治條例或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步驟與策略）。 

6. 本階段住民參與及意見蒐集方案： 

(1) 辦理1場臺三線地區青年或校園座談會議。 

(2) 辦理4縣市政策成果說明會或工作坊至少2場。 

(3) 召開至少1場專家學者成果座談會。 

(4) 配合本會召開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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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發表（成果作業項目） 

彙整完結全案計畫推動過程及文件書圖資訊，並協助本

會專案成果發表，以及配合本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全國地

方政府及輔導團隊研習或說明會議進行「成果作業」計畫階段

專題報告。 

 

七、辦理時程查核： 

各項工作查核點如下： 

序號 辦理時程 工作事項 

1 決標後30日內 

提送本案工作計畫書，需包含工作

事項、方法、期程及人員配置等內

容。 

2 110年10月31日前 

提具住民參與相關訪談、座談之執

行企劃書（至少含各場次之舉辦形

式、討論議題、參與人員及時程安

排等）。 

3 111年2月28日前 

完成臺三線沿途經過之16處客家人

口過半文化重點發展區共識座談會

議，完成至少2場次各縣市之政策座

談會，並提具「座談成果紀實報

告」，送本會查核。 

4 111年4月30日前 
提具期初成果報告書，送本會審

核。 

5 111年10月31日前 
提具期中成果報告書，送本會審

核。 

6 112年06月30日前 

完成所有工作計畫項目，再依各項

實作數量結算及提具成果總結報告

書（一式10份含光碟），送本會審核

同意備查後，方得辦理驗收及結

案。 

八、服務建議書1式12份（A4規格紙張雙面印刷，中文直式橫書附頁

碼），載明下列內容： 

（一） 目次。 
（二） 廠商基本資料。 

（三） 工作事項及執行方法（依本案服務內容具體企劃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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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進度及期程。 

（五） 預期成果。 

（六） 經費預算分析（所有價格均應含稅，如附表2）。 

（七） 承攬能力證明：曾經執行與本案性質相關之工作實績等。 

（八） 團隊人員及工作人力配置（係指服務建議書(企劃書)內所

列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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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請檢附同意書；符合上開規定

未檢附同意書者，列入評分之參考。）分工架構及簡歷

（含個人姓名、專長、相關證照或其曾參與計畫名稱、起

迄時間及委託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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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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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其他與本案相關需說明事項（如承辦能力實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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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三線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綱要計畫」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經費明細表單位：

新臺幣（元） 
項

次 
品項及規格 單價 單位 數量 複價 備註 

1 

1-1 土地資源盤點與調查  鄉鎮 16   

1-2 
環境條件解析及區域

性空間發展目標 
 鄉鎮 16   

1-3 
環境調查以及城鄉發

展分析預測 
 鄉鎮 16   

1-4 
既有景觀資源的分類

與特性分析 
 式 1   

1-5 
客庄生活圈空間結構

及環境模式分析 
 式 1   

1-6 指認客庄生活圈範圍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1-7 
建構客庄重點景觀地

區之劃設基準 
 式 1   

1-8 
指認客庄重點景觀地

區範圍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1-9 

研擬重點景觀地區指

導原則及實施策略構

想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 …      

小計    

2 

2-1 

研擬客庄生活圈及重

點景觀區空間發展願

景及成長管理計畫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2-2 

研訂客庄生活圈及重

點景觀區發展綱要指

導原則及管理原則構

想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2-3 
評析重點景觀區分類

原則與條件設定 
 式 1   

2-4 

自然地景、人為景

觀、客庄生活文化景

觀之發展策略 
 式 1   

2-5 
繪製重點景觀地區範

圍圖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2-6 

研提重點景觀發展區

適宜之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 …      

小計    

3 

3-1 

研提客庄區域百年基

業發展綱要行動計畫

及政策宣言 
 式    

3-2 

研提重點景觀區與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之關

連性並提出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及方案建議 

 處   
數量依審

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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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品項及規格 單價 單位 數量 複價 備註 

3-3 

研擬重點景觀地區之

可逆性都市計畫評估

作業項目 
 式 1   

3-4 

研提5處重點景觀區示

範地區之空間設計準

則、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 

 處 5   

3-5 

擬具都市計畫管制規

定、國土計畫部門計

畫建議內容 
 縣市 4   

… …      

小計    

4 

4-1 
辦理地方意見領袖與

客庄耆老訪談 
 鄉鎮 16   

4-2 
辦理各領域專家學者

意見訪談 
 人 6   

4-3 
召開4縣市政策座談會

議 
 場 4   

4-4 

召開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共識工作坊或座

談會議 
 鄉鎮 16   

4-5 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  場 3   

4-6 
辦理臺三線地區青年

或校園座談會議 
 場 1   

4-7 
配合本會召開工作會

議 
 式 1   

4-8 
協助辦理成果發表、

研習及報告 
 式 1   

… …      

小計    

5 

5-1 
辦公室租金及設備耗

材費 
 式 1   

5-2 
行政管理費（或利

潤、稅捐、保險等） 
 式 1  

(以 1-4合

計之10%為

編列上限) 

5-3 雜支  式 1   

… …      

小計    

總價    

 

備註： 

1. 應包相關人事費、業務費、企劃費、旅運費及其他執行本案所需費用分析。 

2. 本案之專家學者出席費、交通費及住宿費，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3. 廠商可依實際狀況調整上開工作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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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會資安相關規範： 

一、本專案過程中，如有相關資通系統產生，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廠商應遵循『資通安全管理法』、『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及各

相關辦法，並遵循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 
(二) 廠商應遵循本機關各項資訊安全規範需求。 
(三) 系統主機需安裝防毒軟體並即時更新病毒碼，並定期更新。 
(四) 主機、資料庫、系統及使用者密碼規則之定義，應參考行政院所頒

訂之政府組態基準(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 
(五) 所設計程式應做好輸入查驗(Input Validation)工作，並對使用者

輸入資料之長度、型態、特殊字元及特殊指令等，確實加以過濾與
處理。 

(六) 廠商須配合本機關於辦理第三方驗證稽核及內部稽核時，提供稽核
所需資料及派員現場協助並接受稽核。本機關亦得對廠商內部涉及

本案人員、設施與作業管理程序等，進行不定期資安稽核作業。如
有發現違反本機關資安相關規定之事實者，本機關依相關法令對廠
商提出賠償要求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七) 廠商應提供下列資安檢測服務，並配合本機關執行各項資安演練。 
1. 於系統上線前提供網站弱點掃描服務，並於檢測完畢後提供報告

書且負責修補改善，以及針對中、高風險完成修補後改善完成亦
需提供改善修補報告，弱點防範之範圍至少應包含弱密碼、SQL 
Injection及XSS等常見弱點或漏洞。 

2. 配合本機關及相關單位之弱點掃描、滲透測試等資安檢測，於檢
測完畢後針對中風險於2個月內、高風險於1個月內負責修補改善。 

3. 系統上線前應進行系統測試，並檢付測試報告。 
(八) 廠商於專案結束後，產出的資通訊系統若需保留，需納入本會資通

安全管理制度、若無需保留，需將系統確實下架後通知本會確認，

並依本會需求交付備份。 
二、本專案如若有相關人員作業及服務，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廠商專案人員應簽署保密同意書/保密切結書。 
(二) 廠商作業人員出入本機關辦公場所，應遵守本機關資通安全規範要

求及配合安全管制、門禁管理、作業管理等措施且不得私自接取本
機關之網路。 

(三) 廠商於作業過程中，應至少完成移除或關閉不需要使用之功能服
務、系統元件或偵錯介面、網路服務及服務埠。 

(四) 廠商提供之服務禁止使用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軟體、硬體及服
務)。 

三、本專案如若涉及個人資料，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廠商應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

要求，執行各項個人資料管理相關措施。並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8條

要求，接受本機關之監督，必要時得到場進行查核。 
(二)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採取適當之安全

措施，應包含資料安全稽核機制以及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
存之事項。 

(三) 個人資料透過任何應用程式(網頁、電子信件、通訊軟體等)進行傳
輸、儲存、查詢、電子資料提供時，應加強傳輸過程資料加密、身
分鑑別及防火牆等資訊安全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