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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111-113年度客服及文檔事務工作委外」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壹、採購目的：為確保本會第一線為民服務窗口品質，暨維持文書處理及檔

案管理作業順遂，爰將本會客服及文書等非核心之業務，委

託專業廠商辦理，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行政效率。 

貳、採購金額（含稅）：新臺幣(以下同)1,729 萬元整。 

叁、預算金額（含稅）：新臺幣 1,729萬元整(含稅，111年度預算為 192萬元

整、112年度預算為 1,153萬元整、113年度預算為 384萬元整。112及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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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案為開口契約，依實際派駐人數覈實支付費

用。 

肆、執行期間：自決標日起至 113年 4月 30日止。 

伍、人力需求： 

一、派駐人數：中級助理 2 人、助理 15 人，另預估需用季節性短期人力 1

萬 3,500小時為上限(人力配置表詳參附件 1)，派駐人數及工作性質得

依本會業務需要酌減、酌增及調整，並在契約限額內依實際派駐人數結

算服務費。 

二、廠商派駐之工作人員具備資格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並依工作需求具備以下學經歷： 

1、助理：大專畢業或高中(職)畢業並具有 3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客

服、文書、檔案、財物、庶務管理）；惟派駐擔任客服工作之人

員須通曉客語。 

2、中級助理：大學畢業（須為圖書資訊、文化資產、歷史、管理、

商學相關科系），並具有 3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文書、檔案、出

納、財務、會計等業務)；或大專畢業，並具有 6 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 

3、季節性短期人力：高中(職)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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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派駐於本會之工作人員須為全職人員(季節性短期人力除外)。 

（三）具有電腦操作能力、熟悉 WINDOWS微軟應用軟體，中文打字速度每

分鐘 25字以上為佳。 

三、工作內容 

（一）工作時間：廠商派駐之工作人員每日工作時間 8小時，並應配合本

會辦公時間，惟如因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時亦應配合。 

（二）工作地點：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新北市新莊區中平路 439號

北棟 17、18樓)。 

（三）工作項目：客服人員詳參附件 2附表 2-1、文檔事務人員詳參附件

2附表 2-2。 

四、工作薪資 

（ㄧ）廠商應支付派駐人員助理工作人員每月薪資 3萬元整；中級助理工

作人員每月薪資 3萬 4,280元整；季節性短期人力為時薪制，每小

時薪資為 180元，並以每日 8小時、每月 150小時為上限（實際撥

付金額為每月薪資扣除派駐人員自提部分(如勞、健保費及勞退金

等），廠商應於每月 5 日前(假日順延)將薪資匯款予派駐人員。薪

資自派駐人員到職日起算，如有破月每人每月薪資依當月天數比例

計算（計算至整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廠商如有特殊原因，得報

經本會同意另行約定每月匯款日】 

（二）派駐人員服務滿半年以上者，廠商應給付派駐人員工作獎金(依全

年 1個月薪資乘以在職天數(請假天數不須扣除)所占比例計算)。

於發放 112年 4月、10月及 113年 4月薪資時，各發給 0.5個月

或派駐人員離職時，依工作時間比例發放。 

（三）派駐人員經配合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由本會補貼，並依

廠商申請覈實給付（補貼原則詳如契約書第 8條第 17款規定）。 

（四）廠商派駐人員經配合業務需要出差，該出差人員得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標準(薦任級以下人員)，檢據向廠商申請交通

費及住宿費補貼。由廠商按月檢附出差人員之交通費及住宿費審核

表單（須由出差人員簽名，並由廠商蓋章）及原始憑證（如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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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併入服務費請款明細送本會覈實支付。 

（五）廠商應為每位派駐人員編列每年新臺幣 3,000元之福利經費(未滿

1年部分依派駐月數所占比例計算)，由廠商自行規劃福利項目，

並採檢據覈實方式核銷，且執行數原則不得低於編列數之 90%。 

五、廠商應依規定為派駐人員繳納勞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依法給

假及依法給付工資。 

六、廠商派駐人員請假期間廠商服務費扣款方式詳如契約書第 8條第 17款

之付款相關規定。 

七、廠商應依實際派駐於機關之工作人員人數及出勤狀況，按月結算上月契

約價金。(人事費覈實支付，採 1式計價項目，則依人事費結算覈實比

例支付。計算至整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陸、委外人力甄選、管理、考核、訓練 

一、廠商應配合本會需求甄選合適人員派駐至本會指定工作地點，遞補時亦

同。 

二、廠商應規劃不適任人員之處理機制、派駐人員意見反映及申訴處理流程。 

三、廠商應指派主管及承辦人各 1人擔任本計畫聯繫窗口，應熟稔本案執行

內容，對派駐人力之工作情形須確實掌握。 

四、廠商應至少規劃辦理職前訓練每人 2小時，課程至少包含本會機關簡

介、工作規範、公務倫理與服務禮儀等，以及在職訓練至少 6小時(不

含季節性短期人力)；上課時間可協調本會利用派駐人員上班時間辦

理。課程結束後須辦理學員意見調查，並將成果資料送本會留存。 

五、廠商應遵循本會訂定之「客家委員會勞務承攬廠商派駐人員管理作業注

意事項」，另配合本會需要，每年辦理 1次派駐人員之服務績效考核，

如採核發考核獎金時，最高額之獎金以每人 2,000元為上限(任職未滿

半年者不參加考核)，並規劃考核方式，本項經費由廠商管銷費用支應。 

六、派駐人員如申請離職，原則須於 10日前通知本會，並依本會規定完成

離職交代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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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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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公場所，應遵守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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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網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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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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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會之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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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服務建議書撰寫規定 

廠商參與本案之投標須提交服務建議書共計一式 12 份，以供本案

評選委員評分，服務建議書製作相關費用均由投標廠商自行吸收。

服務建議書格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服務建議書格式： 

（ㄧ）紙張大小：以 A4規格大小繕打。 

（二）繕打及裝訂方式：由左至右橫式繕打，雙面列印，加註頁碼，加裝

封面，封面上註明廠商名稱、本案名稱及時間。裝釘線在左側，並

以環保方式處理。 

（三）目次：應標示各章節之頁碼。 

（四）建議不超過 40頁。 

二、服務建議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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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廠商經驗與能力：詳述廠商之內部組織人力、設備、財務結構說明、

營運現況及相關專案之履約經驗（須於附錄檢附證明文件）等。 

1、廠商簡介 

2、最近營運現況簡介 

3、承接類似專案計畫經驗說明或執行績效 

4、執行本案工作人員編組、簡介組織團隊：應詳列公司、團體組織

及專責成員，所列工作人員（係指服務建議書內所列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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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 

評分項目及說明 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1.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

薪(2分) 

(1)普遍性加薪，係指事業單位

80%以上員工獲得加薪。 

(2)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

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  

近一年內加薪公文或公告、團

體協約、勞資會議紀錄、工資

清冊等，足以證明事業單位內

勞工加薪文件。 

調整勞保投保薪資資料

非屬證明文件。 

2.於投標文件載明後續履約期

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

員工薪資 (不含加班費)至少

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2

分)：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

之員工薪資，係指該等員工之

平均薪資，包含獎金及額外津

貼。 

工資清冊、投標文件內載有人

員薪資之報價清單等，足以證

明事業單位內勞工薪資文件。 

如以報價清單作為佐證

文件，廠商得標後應於

履約或驗收階段提供員

工薪資之佐證資料（領

據或匯款證明等）予本

會查驗，並列為驗收事

項，如有不符，本會得

比照契約第 4 條第 1 款

規定(減價收受)計算方

式辦理。 

3.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

措施(1 分)：相關措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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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對不同

族群之友善措施，例如廠商運

用多元文化議題辦理內部訓

練，藉以提升員工對於多元文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公告、

團體協約、勞資會議紀錄、員

工性別人數及比率文件、進用

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之

人數及比率文件、運用多元文

化議題辦理內部訓練證明文

件、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

人數及比率文件、超額進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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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認知及素養，或超額進用

原住民族員工）、友善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友善身心障礙或

弱勢團體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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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

庭照顧或健康因素，提供彈性

調整工作時間、地點或內容

等）。 

住民員工之人數及比率文

件，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 

4.辦理綠色採購(1分)：廠商採

購綠色產品於環保署「民間企

業及團體綠色採購申報平臺」

完成申報綠色採購。 

於等標期內至環保署「民間企

業及團體綠色採購申報平臺」

下載最新年度「綠色採購金額

申報證明文件」。 

 

 

註：以上所附證明文件應為原始核准(公布、簽訂等)文件之影本或影像檔，如屬另行

製作文件均不予採認。 

（三）專案管理（詳細說明提供派駐人員之薪資、福利、訓練、差勤、給

假等項目之措施或計畫、提供之派駐人員素質，以及有關派駐人員

之甄選、考核、管理方式及勞動契約內容等，並敘明廠商能與本會

配合之程度。） 

（四）經費分析表：廠商報價應分別按助理、中級助理工作人員及季節性

短期人力之薪資、工作獎金、勞健保費(須依最新標準)、退休金之

提撥、員工福利、廠商管銷費用、稅捐等全部費用詳細填列，請參

考本會訂定之經費明細表格式；加班費、出差交通費及住宿費補貼

上限已由本會匡列請勿修改。（詳參附件 3） 

（五）請檢附與派駐人員之勞動契約樣張供評選委員審查，並請注意符合

最新法規。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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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若有其他未盡事宜，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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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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配置表 

派駐時間 

人數 

小計 
助理工作人員 

中級助理 

工作人員 

季節性 

短期人力 

111/11/1-113/4/30 

(共 18個月) 
15人 2人 - 17人 

※預估人力 - - 

1萬 3,500小時為上限 

(視本會業務需要彈性運

用) 

註：本表為原則性規定，本會得視業務需要調整各單位配置人力及進用時間。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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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客服人員工作項目表 

派駐單位 類別 
需求 

人數 
工作內容 

秘書室 

（服務臺） 
助理 1 

1. 接聽本會客服電話並即時轉接至指定或

相關業務之承辦人或單位。 

2. 本會業務之簡易諮詢服務。 

3. 本會內部廣播服務。 

4. 維持櫃臺及會客空間各項物品（如：電

腦、總機設備，供公眾使用之飲水機、衛

生紙、杯具…等，及公開閱取之書刊、DM、

海報、報章雜誌…等）整齊清潔，屬本會

財物部分得通知本會處理。 

5. 提供洽訪貴賓、訪客及開會人員親善服務

與現場指引。 

6. 現場服勤人員缺員或執行其他公務時，協

助巡查、水電及人員進出管制等事宜。 

7. 負責本專案服務人力調配及接待禮儀、設

施操作等專業訓練。 

8.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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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文檔事務人員工作項目表 

派駐單位 類別 
需求 

人數 
工作內容 

主管辦公室 

助理 

6 
協助主管辦公室公文收發、電話接聽、環境

維護及會客接待等行政庶務事項。 

主計室 1 

1. 製作記帳憑證，並依規定操作國庫電子支

付系統，核對彙整後傳送國庫署。 

2. 整理及裝訂會計憑證並上架入庫。 

3. 協助公文收發等事項。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秘書室 

2 

1. 協助辦理本會經管財產、非消耗性物品及

消耗品之各類財物管理相關事宜。 

2. 協助辦理本會租賃車派車事宜。 

3. 協助辦理本會小額採購、辦公室環境維護

等相關庶務事項。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5 

1. 協助本室公文收發、電話接聽、環境維護

及會客接待等行政庶務事項。 

2. 辦理本會公文及外部郵件接收、登錄建檔

與分送作業。 

3. 辦理公文送校與轉檔發文作業、公文交換

及郵寄發文交寄前包裝業務。 

4. 每日郵局郵務處理及每月郵資核銷事宜。 

5. 協助辦理檔案管理業務。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中級助理 1 

1. 協助各類所得資料登記。 

2. 協助零用金發放、建檔付款及赴銀行遞送

資料等事宜。 

3. 協助掣製收據、繳款書及製作差額解釋

表。 

4. 協助研擬本會出納作業相關規則。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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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單位 類別 
需求 

人數 
工作內容 

1 

1. 協助檔案管理相關業務(檔案歸檔點收、

立案編目、清理等)及作業進度控管。 

2. 規劃籌備檔案管理評鑑受評事宜。 

3. 協助研擬本會檔案管理作業相關規則及

製作文書檔管文宣資料。 

4. 協助主管會報議事整備事項。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秘書室 
季節性短期 

人力 

1萬

3,500小

時為上限 

1. 紙本檔案及附件整理(含拔釘、掃描、編

目、造冊、裝箱、整架等)。 

2. 屆期檔案清查(紙本及系統內容比對等)。 

3. 支援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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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111-113年度客服及文檔事務工作委外」勞務採購案 
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1.派駐人力費用估算： 

(1) 派駐人數 17人(中級助理 2、助理 15人)，派駐期間自 111年 11月 1日至 113年 4月
30日，共 18個月。 

(2) 預估季節性短期人力共 1萬 3,500小時，依本會需求派駐。 
2.廠商支付助理工作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以下同)30,000元、中級助理工作人員每月薪資為

34,280元、季節性短期人力時薪為 180元。 
3.派駐人員服務滿半年以上者，廠商應給付派駐人員工作獎金(依全年 1個月薪資乘以在職天
數所占比例計算)。 

4.有關派駐人力之勞、健保費(含補充保費)及勞退金，請廠商依照政府相關法令最新規定編列。 

項
次 類別 品項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助理 
(15人) 

薪資(每人每月薪資為
30,000元) 人*月 15*18 30,000 8,100,000  

工作獎金(1.5個月薪
資) 人 15 45,000 675,000  

勞保費用 人*月 15*18    

健保費用 人*月 15*18    

勞退金費用 人*月 15*18    

2 
中級 
助理 
(2人) 

薪資(每人每月薪資為
34,280元) 人*月 2*18 34,280 1,234,080  

工作獎金(1.5個月薪
資) 人 2 51,420 102,840  

勞保費用 人*月 2*18    

健保費用 人*月 2*18    

勞退金費用 人*月 2*18    

3 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4 
季節性
短期 
人力 

薪資 時 13,500 180 2,430,000  

勞保費用 人*月 90    

健保費用 人*月 90    

勞退金費用 人*月 90    

5 加班費及不休假工資(匡列金額) 式 1 590,000 590,000 
匡列金額覈實支付(每人每
月加班給付金額以 10 小時
為限) 

6 出差交通費及住宿費(匡列金額) 式 1 100,000 100,000 匡列金額檢據覈實支付 

7 員工福利 人*年 22*1.5 3,000 99,000 匡列金額覈實支付 

8 廠商管銷費用 式 1   依廠商編列比例並覈實結
算 

9 營業稅(5%)      

10 總價(含稅)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