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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2年度辦公場所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壹、目的 

為維護本會辦公場所清潔與衛生，辦理相關清潔服務委外，以提升辦公環

境品質。 

貳、預算金額：新臺幣99萬9,000元整(廠商所投企劃書報價超過預算金額者為

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本案預算為112年度預算，如該經費

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部分刪除，得依政府採購法第64條規定

辦理)。 

參、服務內容 

一、 提供辦公場所工作人員需求及服務內容 

（一）人員需求：2人（各負責 1樓層）不可相互代理，請假期間廠商應

另派代理人到勤。 

（二）期限：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工作時間：配合本會上班日，每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遇法定假、節日及紀念日，或遇颱風、天災因素等

特殊情況，且經當地縣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比照停止

辦公之規定辦理；5月 1日勞動節比照本會工友放(補) 

假規定給放(補)假 1日，惟廠商應派代理人執行工作。 

（四）工作地點：新北市新莊區中平路 439號北棟 17及 18樓。 

（五）人員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細心負責、個性主動積極，並檢附

由公立醫院或經勞委會公告之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

構開立之檢查證明書（該證明書檢查項目內容應符合「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之規定，檢查日期不得早於開始工作日前 1個月）。 

2. 國中以上學歷，男性須役畢(含替代役、補充兵及依法免役者)，

無不良嗜好及前科紀錄，並且不得有外籍勞工(含大陸勞工)身

分，並優先進用弱勢勞工尤佳。 

（六）保險：詳如契約第 10 條規定，保險費由廠商自行負擔，廠商應於

清潔人員報到前辦妥保險，如經機關發現未依規定辦理保

險，適用契約第 8 條之違約規定，另因未辦理保險發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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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損害均由廠商自負。 

（七）工作項目： 

1. 公共廁所、茶水間須每日刷洗（嚴禁使用腐蝕類清潔劑），保持

鏡面、地板、洗手台等設備之乾淨。 

2. 機關銜牌、公共意象造型、櫃臺前及天井窗台玻璃擦拭、除塵，

應保持整潔。 

3. 適時檢視、補充廁所之洗手乳、衛生紙、拭手紙。 

4. 室內垃圾桶經常保持乾淨，垃圾每日至少清倒 2次，不得堆積。

所清理之垃圾，須依當地政府之垃圾分類規定處理，並運送至

大樓公共資源回收（處理）集中場所，如因未依規定完成垃圾

分類致被大樓管理委員會或地方政府環保單位開立罰單者，其

罰單須由廠商負責繳納。  

5. 垃圾分類為資源物品、廚餘（含堆肥）及一般垃圾等 3 種，應

分類打包集中運至指定點處理（垃圾袋污穢才更換），垃圾打包

後（時）應勿隨意放置。 

6. 每日需檢視清掃會議室、多功能教室、交誼室、影印室、地板、

走道、工作檯、陽台等屬本會公共空間，另鋪有地毯之區域，

每月至少吸塵除污 2次。 

7. 門窗玻璃、櫥櫃、展示櫃及牆壁常保潔淨，不鏽鋼材質之清潔，

需清除污漬、鏽跡。 

8. 展示物件之設備需特別留意，不得因清潔不當導致設備損壞。 

9. 公共飲水機、微波爐、蒸飯箱、烘碗機等常保潔淨。 

10. 本會得不定期檢查清潔區域，必要時得隨時要求清潔改善。 

11. 清潔責任區內公用物品異常回報。 

12. 本契約標的範圍內涉及清潔維護經機關交辦之事項。 

13. 配合防疫需要，加強重點區域清潔及消毒工作。 

14. 按時據實填寫「廁所、茶水間清潔檢查表」、「公共空間清潔檢

查表」（如附件 1、2），每月由廠商彙整作為當月請款依據。 

二、 清潔材料及用具： 

本會提供垃圾袋、捲筒衛生紙、擦手紙、洗碗精、洗手乳、垃圾桶外，

餘清潔所需材料（如：清潔劑、消毒液等)及用具（如：吸塵器、吸水

機、掃把、兔毛刷、長短刮刀、抹布、長型夾等）由廠商負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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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清潔維護頻率表： 

項次 處理方式 日 週 月 季 年 備註 

1 廁所及茶水間檢視及環境清潔維護 4      

2 地板、走道檢視清掃 2      

3 垃圾桶保持清潔及清倒 2      

4 垃圾分類集中、裝袋、集中清運 2     配合管理中心規定時間 

5 廁所盥洗台及明鏡玻璃擦拭、整理 2      

6 廁所馬桶及小便斗清洗、除臭 2      

7 填寫檢查表 2      

8 

影印室及事務設備（如影印機、印表

機、傳真機、打孔機、碎紙機等）周

遭環境清潔維護 

2      

9 
會議室(含會議桌擦拭)、多功能教

室、交誼室及陽台之清潔 
1      

10 主管辦公室垃圾清除 1      

11 廢紙回收 1      

12 資源回收物品處理 1     配合管理中心規定時間 

13 廁所消毒（清潔）液拖拭  1     

14 會議室及多功能教室之窗台擦拭  1     

15 地毯清潔吸塵處理及局部除污   2    

16 
公共區域門窗玻璃、桌椅、標示牌、

展示櫃清潔 
  1    

17 建築物門窗內側玻璃整體清潔     2  

18 辦公空間空調出風口外部清潔     2  

19 辦公室區域地毯清潔     1  

20 地板（毯）髒污處理      隨時 

21 衛生耗材補充      隨時 

22 
茶水間流理台、水槽污漬擦拭刷洗、

水漬擦拭 
     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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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派駐人員管理 

（一）得標廠商應指派本專案聯繫窗口，對其清潔人員負管理及考核之

責。 

（二）廠商應針對清潔人員辦理職前訓練 1 小時，課程至少包含本會機

關簡介、工作規範與服務禮儀等。 

（三）清潔人員須穿著廠商規定制服，以利識別與安全管理。 

（四）清潔人員遇有工作疑義應向廠商或本會秘書室反映確認，避免與

其他人員發生衝突。 

（五）清潔人員須素行端正，忠實服務，如有品行不端、怠忽職守或其

他違背職務之情事，機關得隨時通知廠商撤換，廠商不得拒絕。 

（六）清潔人員不得同時兼任機關以外之任何其他清潔維護服務。 

（七）清潔人員不得有監守自盜或違反保密義務之行為，若有相關情事，

承商應負責代位求償；本會除保留追訴權外，並得自履約保證金

扣抵。 

（八）清潔人員相關差勤及罰則如下： 

1. 應依規定時間上下班，不得遲到、早退（晚到在 30分鐘以內者視

為遲到，當日須補齊晚到之時間），遲到超過 30分鐘，如屬病假

或緊急事故，另依請假規定辦理，惟請假時數超過 2小時以上者，

應另派合格人員代班，其所增加之費用由廠商自行負責，未到班

或派人代班，以缺勤論。 

2. 清潔人員請假，廠商應於前 1日（病假或緊急事故除外）通知本

會秘書室，並另派合格人員代班，其所增加之費用由廠商自行負

責，未到班或派人代班，以缺勤論。 

3. 清潔人員請假時，依請假時數予以扣款，按其費用依每人每月之

契約價金，除以 240小時為單價小時基準，乘以未派相當之勞工

代理之時數。每人每月之契約價金包含薪資及 5%營業稅計算，惟

如機關同意廠商暫派職務代理人代理，或有不可歸責廠商原因，

得免予扣罰。 

4. 清潔人員如缺勤、辭職或其他因素，未即時另派合格人員代班，

而造成本會清潔工作停擺時，除不支付該期間之人員薪資及 5%營

業稅外，另按每人次每小時處以新臺幣 300 元整之懲罰性罰約

金，至到勤為止。 

5. 餘詳如契約第 8條第 16、17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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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企劃書撰寫方式： 

廠商參與本案之投標須提交企劃書共計 8 份，以供本案甄選委員評分，其

製作費用由投標廠商自行吸收。企劃書格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 企劃書格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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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錄：應標示各章節之出處頁碼。 

（四）建議不超過 40頁。 

二、 企劃書內容： 

（一）廠商專業能力與服務績效：詳述廠商之內部組織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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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說明：公司簡介、人員素質、訓練與運用、營運狀況等。 

2.經營管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組織與管理運作等。 

3.服務績效：近 3年承接類似案件說明（須附服務對象及期間等佐證

資料）。 

（二）整體維護作業說明： 

1.專業執行能力：清潔維護作業執行技術、施作品質、現場施作機具

（器）、人力配置及清潔用品、耗材（應標示品牌及品質）等。 

2.每日清潔人員之經歷及服務績效。 

3.垃圾及資源回收物之處理。 

（三）價格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1.廠商應提出詳細報價之分析表，內容包含：每人每月成本分析、福

利項目之規劃、耗材費用成本分析、營運管理費用分析（含教育訓

練等費用）攤算於報價單中，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額外費用，並請

參考本會訂定之經費明細表格式。 

2.對於本案額外提供服務項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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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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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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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

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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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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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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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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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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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廠商應為每位派駐人員編列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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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本案產生之紀錄、流程、管控及相關表單等資料，廠商清潔人員有

嚴守業務機密之必要，不得擅自攜出、攝影、複印、汙損、切割破壞

等情事；於用畢且無保留必要者，應予以銷毀，不得外流。 



 8 

附件 1      廁所、茶水間每日清潔維護暨檢查表   （   年   月） 

星 

 

期 

 

檢查 

項目 

 

時間 

設備檢查 用品補充 清潔維護 

清潔人員 

簽    章 

本會檢查 

人員簽章 
備註 

飲水機 

照明設備 

盥洗設備 

衛生設備 

衛生紙 

擦手紙 

洗手乳 

其他 

地面、洗手

台 、 垃 圾

桶、大小便

器等保持清

潔、乾燥 

一 

0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二 

0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三 

0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四 

0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五 

08：00-10：00       

10：00-12：00       

12：00-14：00       

14：00-16：00       

1.本表由清潔人員每2小時簽章1次，本會檢查人員原則每日抽查1次。 

  合格項目打「V」、不合格項目打「X」。 

2.不合格項目若為設備故障損壞，請立即報修，若為清潔缺失，請立即改善。 

3.本表每次月5日前由清潔公司彙整簽章後，作為當月請款佐證資料。 

          

 清潔公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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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共空間清潔檢查表   （   年   月） 

星 

 

期 

 

檢查 

項目 

 

時間 

場所檢查 清潔維護 

清潔人員 

簽  章 

本會檢查 

人員簽章 
備註 

服務台、會議

室、會客室、主

管辦公室、走

廊、樓梯間、梯

廳、影印室等 

地面、地毯、牆

面、工作台、垃

圾桶、資源回收

桶等保持清潔、

乾燥 

一 

08：00-12：00 
     

12：00-16：00 
     

二 

08：00-12：00 
     

12：00-16：00 
     

三 

08：00-12：00 
     

12：00-16：00 
     

四 

08：00-12：00 
     

12：00-16：00 
     

五 

08：00-12：00 
     

12：00-16：00 
     

1.本表由清潔人員每4小時簽章1次，本會檢查人員原則每日抽查1次。 

  合格項目打「V」、不合格項目打「X」。 

2.不合格項目若為設備故障損壞，請立即報修，若為清潔缺失，請立即改善。 

3.本表每次月5日前由清潔公司彙整簽章後，作為當月請款佐證資料。 

          

 清潔公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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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 

「112年度辦公場所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品項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工作人員薪資 人*月 2*12 26,800 643,200  

2 工作人員工作獎金 人 2 26,800 53,600 
依 12個月工作

時間比例計算 

3 工作人員福利經費 人 2 3,000 6,000 
依 12個月工作

時間比例計

算，檢據覈實支

付 4 雇主負擔工作人員勞保費用 人*月 2*12    

5 雇主負擔工作人員健保費用 人*月 2*12    

6 雇主負擔工作人員勞退金費用 人*月 2*12    

7 雇主負擔工作人員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8 雜支、清潔材料及清潔用具費用 式 1    

9 空調出風口外部清潔 次 2   半年 1次 

10 門窗內側玻璃整體清潔 次 2   半年 1次 

11 辦公室區域地毯清潔 次 1    

12 
其他教育訓練、休假代理成本及廠

商管銷費用 
式 1    

13 營業稅(5%) 式 1    

13 總價(含稅)   

備註： 

1.本案總價以執行期間民國 112年 1月 1日至 112 年 12月 31日，共 12個月。 

2.有關派駐人員之勞、健保費及勞退金，請廠商依照政府相關法令最新規定編列。 

3.因派駐人員須配合本會上班時間，請自行估算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3條應放假之紀念日所

衍生費用。 

4.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依決標金額計算出每月服務費作為請款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