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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投標廠商資格及評選須知 

壹、 前言 

一、 本案非政府採購，不適用採購法。 

二、 本案預算及需求詳「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

服務委託需求說明書」。 

三、 本案合約草案詳「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契約書」。 

四、 本案投標應準備文件詳「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

技術服務委託投標文件及外標封」。 

五、 本案為觀音神像之廠商資格如下： 

（一） 本案含建築物監造，依照建築法應為建築師。 

（二） 本案約 4億元，限定主投標廠商應有單一案件之建築工程

專案管理之工程規模至少 4億元以上之經驗（檢附合約封

面及金額影本）。 

（三） 資格文件詳投標廠商證件審查表。如有不實，取消資格並

解約。 

六、 投標廠商應依照投標廠商證件審查表準備文件正本一式一份。以

及服務建議書一式 10份，服務建議書建議依照評選內容來書寫，

本文以 50頁為原則，附件頁數不拘。 

七、 本案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之服務費用，參考公共工程技

術服務辦法附表四之費率（詳合約第三條之計費標準），乘上廠

商填寫標單之折扣率。工程費用 3.7億元係預估值，屆時依照實

際發生工程造價計費。 

貳、 作業流程 

一、 評選作業前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始得

參與評選；評選會議之時間、地點，由本委員會另行通知。 

二、 評分標準如下，採用序位最低廠商為最有利標廠商。 

三、 評選標準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內容 配分 

1. 專案團隊 

(1) 計畫主持人學歷、專業證照。 

(2) 團隊組織成員、人力計畫，專案管理實績

經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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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內容 配分 

2. 規劃構想 
(1) 環境分析。 

(2) 可行性評估。 
20 

3. 專案管理方

案 

(1) 招標策略。 

(2) 專案管理計畫對策。 

(3) 監造計畫。 

30 

4. 費用編列合

理性 

(1) 整體費用說明。 

(2) 服務費用合理性說明。 
20 

5. 簡報及答詢 (1)簡報內容之完整性及專業性 10 

總分 100 

參、 優勝廠商評定方式： 

（一）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個別廠商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

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分數最高者為序位第

1，次高者為序位第 2，再次者為序位第 3，依此類推至序位第 5，

得分低於前者之序位數皆以序位第 5計之。 

（二）評選委員於各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

之序位，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名，取得優先議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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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技

術服務委託 需求說明書 
一、 緣起 

紫雲巖管理委員會擬興建大型觀音雕像於臺中市清水區鰲峰山公園

內，經紫雲巖管理委員會申請臺中市政府提供現為親鳥公園之土地興建，

已於 101年 12月 28日經臺中市政府發文同意。 

 

二、 概說 

（一） 基地位置：鰲峰山市鎮公園內之親鳥公園位置。 

（二） 使用土地：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小段，預計使用 55-4、55-5、55-6、

55-46等 4筆土地。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使用類別 

55-4 3305 公園用地 

55-5 795 公園用地 

55-6 655 公園用地 

55-16 17470 公園用地 

合計 22225  

（三） 初步構想：本案預算 3億 7千萬元，預計執行下列工程： 

1. 觀音神像 20公尺高以上。 

2. 四大天王及觀音石像。 

3. 觀音神像基座，容納 800人以上。 

4. 朝聖入口廣場周邊環境美化。 

5. 觀景平台。 

6. 水保填挖土等雜項工程。 

三、 本次招標需求 

（一） 專案管理：以專業角度，協助下列事項： 

1. 可行性評估：瞭解地質敏感、地質初勘、政府法令等可否開發之

評估建議。 

2. 規劃構想：初步規劃、經費合理性估算、施工時程估算。 

3. 協助招標：招標方式之建議，協助製作招標文件，尋找適合的建

築師與營造廠。 

4. 設計施工諮詢：針對建築師設計圖以及預算，以及營造廠施工方

式及工期等，提供諮詢意見。 

5. 文書管理：建立完整的公文管理制度，保留建置過程完整資料。 

（二） 工程監造： 

1. 派員監造：施工期間，派員監造。監督營造廠商施工。 

2. 於政府機關的水保、建築執照等監造文件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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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委託 

專業技術服務契約 

立契約人：委託人：紫雲巖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辦理【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案（以下簡稱本

案），甲乙雙方同意共同遵守訂立本委託契約。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 契約正本 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

用印花稅票。副本 6 份，由甲方、乙方及相關甲方、單

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一、 甲方辦理事項：給付費用、提供土地權利證明、配合於申

請文書用印，提供既有開發許可資料。 

二、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專案管理之履約標的及

工作事項如下： 

（一） 專案管理：以專業角度，協助下列事項： 

1. 專案管理執行計畫書：包含執行方式、期程、人員。 

2. 可行性評估：瞭解地質敏感、地質初勘、政府法令等可

否開發之評估建議。 

（1） 土地以及既有開發需可資料整理。 

（2） 向有關機關查詢地質敏感情形。 

（3） 全區現況測量。 

（4） 地質初勘。 

（5） 向政府機關查詢既有開發計畫有效性、環評、文

化遺址、能否申請執照、山坡水保等事項，以及

有關法令之收集分析。 

（6） 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書一份。 

3. 規劃構想：初步規劃、經費合理性估算、施工時程估算。 

（1） 收集甲方意見，提出初步規劃構想。 

（2） 概估所需經費 

（3） 訂定設計規範、施工規範。 

（4） 概估施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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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招標策略 

（6） 提出後續招標之文書與建議資料。 

4. 協助招標：招標方式之建議，協助製作招標文件，尋找

適合的建築師與營造廠。 

（1） 代擬招標文件。 

（2） 代擬招標簽呈（稿），提供甲方辦理招標。 

（3） 協助甲方與得標廠商簽約。 

5. 設計諮詢：針對建築師設計圖以及預算，以及施工方

式、工期等，提供諮詢意見。 

（1） 將既有可行性評估報告、規劃構想報告等資料，

移交給設計建築師。 

（2） 督促設計建築師對於申請建築執照文件有效合宜

性，包含開發計畫、環評、文化遺址、能否申請

執照等，進行確認。 

（3） 督促設計建築師確認文件適用性及提出後續應辦

事項與時程。 

（4） 針對設計建築師提出之後續應辦事項之時程，是

否合理，提出諮詢建議。 

（5） 督促設計建築師提出未來遠景 3D模擬圖，並督促

設計建築師改善修正。 

（6） 針對得標建築師提供的初步設計圖（建造執照圖）

是否符合合約需求事宜，提供諮詢建議，並督促

設計建築師改善修正。 

（7） 針對得標建築師提供的細部設計圖以及預算分析

（比照公共工程單價分析）提供諮詢意見，並督

促設計建築師改善修正。 

（8） 針對得標建築師提供的細部設計圖以及預算分析

（比照公共工程單價分析）提供諮詢意見，並督

促設計建築師改善修正。 

（9） 針對設計建築師提出之工法、施工期程是否合

理，提出諮詢建議。 

6. 文書管理：建立完整的公文管理制度，保留建置過程完

整資料。 

（1） 往來公文按時間以檔案夾整理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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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片按時間以檔案夾整理成冊。 

7. 專案會議：建築師或專案經理，視業務需要跟甲方人員

或廠商當面或視訊溝通會議或協同赴政府機關協商請

示，預計 30 次，以會議紀錄為主（次數超過或未達不

找補）。 

（二） 工程監造： 

1. 提出監造計畫書。 

2. 派員監造： 

（1） 施工期間，駐地人員如下： 

A、派駐地監造人員 1人，每週到場 5天，每天 8小

時，每週合計 40人時為原則，預估工期 2年。 

B、合約預估 40*52*2＝4160人時，於±10%不找補，

超過 10%，依照派駐人員實支找補。 

C、事實際需要調配，於監造計畫載明。 

（2） 到場監督營造廠商按圖施工。 

（3） 審查營造廠商所送材料。 

（4） 整理工程相片與報表（參考公共工程制度）。 

3. 建築師簽證：申請建築執照文件的監造欄位（包含建築

師、水保師、消防師）簽證。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一、 服務費用：依甲方委託乙方管理之採購金額，依照下列服

務費用百分比，分別計算專案管理、監造之服務費。（服務

費用百分比於議價後調整載入） 
專案管理部分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 

三億元以下部分 1.9 

 

超過三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1.7 

超過五億元至十億元部分 1.4 

超過十億元部分 1.2 

監造部分 

建造費用（新臺幣，以概算經費核計） 服務費用百分比（％）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4.6 

超過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 4.4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3.9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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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2.8 

超過五億元部分 2.4 

 

1. 規費及審查費由甲方負擔。 

2. 擴充合約時準用本條規定。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 價金給付條件如下： 

1. 依照第三條計算之總服務費，甲方付款方式如下： 

(1)第 1期：簽約完成，專案管理工作執行計畫書通過後，

技術服務費總金額之 5%。 

(2)第 2期：可行性報告書通過，技術服務費總金額之 10%。 

(3)第 3期：協助諮詢至建築師及營造廠發包完成，技術

服務費總金額之 5%。 

(4)第 4期： 協助諮詢至建築師圖面定案，經甲方認可，

技術服務費總金額之 5%。 

(5)第 5期：協助諮詢至建築師取得建造執照，技術服務

費總金額之 10%。  

(6) 第 6期到第 15期：工程進度每推進 10％，每次得申

請技術服務費總金額之 6%，共計 10期，合計 60％。 

(7)尾款：取得使用執照時結算並找補。 

二、各項工作發包前，建造費用暫以預算 3億 7千萬計算服務

費。俟各項工作全部發包後，以實際建造費用重新計算總

服務費並於下期請款時找補。 

三、乙方依契約約定之付款條件提出符合契約約定之證明文件

後，甲方應於 15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通知乙方提出

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工作天內付款。 

 

第五條 履約期限   

一、 履約期限：自 110年度簽約日起，預估 3年。 

二、 相關服務項目履約期限規定如下： 

1.本契約簽訂日起 30日內提出「專案管理工作執行計畫書」

送甲方核可。甲方如有修正意見，乙方同意於接獲甲方通

知之日起 15日內改正完妥，並送甲方複核。 

2.於設計單位送達基本設計資料予乙方之日起 15 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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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3.乙方同意於設計單位送達細部設計資料予乙方之日起 30

日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4.如施工中有變更設計時，乙方同意於接獲變更設計資料予

乙方之日起 30 日內完成變更設計預算書圖之諮詢及審

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5.乙方同意於設計單位送達監造計畫及監造工程人員資料

予乙方之日起 15 日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

方。 

7.乙方同意於設計單位送達各分項工程竣工之日起 30 日內

完成竣工結算書圖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三、 天數：本契約所稱日（天）數，以工作天計算。 

 

第六條 履約管理 

一、 契約執行期間，廠商應依所訂之時間、地點與方式，履行

下列出席、報告義務： 

（一） 工程協調會報：由甲方認為需要時召開，由甲方主持。 

（二） 專業技術協調會：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管理

工程人員主持，安排相關規劃設計及施工廠商每2週1

次派專業代表出席，就近1週工作成果與推估未來作業

進度，並派專人作成會議紀錄，送甲方審核（或備查）。 

二、 乙方於工作完成提送成果報告時，應一併提送電子檔案交

予甲方。 

三、 履約所需臨時辦公場所，由甲方提供。 

 

第七條 驗收 

一、 驗收時機： 

乙方完成履約事項後辦理驗收。 

二、 驗收方式： 

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議方式進行，審查會議紀錄等同驗

收紀錄。得分段或分期查驗及驗收。 

 

第八條 罰則 

一、 專職人員應依規定到工，若未經核假不到工者，每人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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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新台幣 1000元。 

二、 政府機關查驗或勘驗，監造建築師或技師應到場而未到

場，致查驗不通過或延誤工期，每次罰款新台幣 3000 元。 

 

第九條 保險及責任      

一、 乙方應投保專業責任險，投保期間 3年，因工期有延長應

配合延長投保時間。保險金額不少於合約金額之 100%。 

二、 乙方因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甲方遭受

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以專業責任險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條 終止合約 

一、 可行性評估結論不可行，甲乙雙方得合意終止合約，互不

找補。 

二、 規劃報告結果超出預算無法執行，甲乙雙方得合意終止合

約，互不找補。 

 
 

 

立契約人： 

 

 

招標甲方：紫雲巖管理委員會    印 

 

代表人：                      印 

地  址：  

電  話：  

 

 

得標廠商：       (統一編號：         )  印 

 

負 責 人：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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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電  話： 

 

 

 

110年 06月 0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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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證件審查表 

(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標案編號及廠商代號  

標  封  內  應  附  之  文  件 

（未依投標須知規定檢附或填寫者為無效標） 

廠商自 

行勾選 

審查情形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A.標單或標價清單或議價標單正本     

B.資格證明文件 

建築師或技

師事務所（執

業項目須符

合招標文件

規定） 

1.建築師證書      

2.建築師開業證書      

3.當年度公會會員證     

4.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

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 

    

5.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 

 
    

6 執行建築專案管理，單一工程規模 4

億元以上證明文件 
    

H.服務建議書或企劃書 10 份（不影響資格，只影響

評分） 

有  無  不足  份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2 

外 標 封 
投  標  廠 商： 

地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 

電       話： 

統  一  編 號： 

 

招標機關：紫雲巖管理委員會 

地址：436臺中市清水區大街路 206號 
編號  

 

採購案名：清水觀音神像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1 

 

 

（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 

標  單   

（本標單各項標價均應以中文大寫填入） 

採購案名：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標價折扣率: 「公告費用百分比」之              %。 

 

 

 

 

 

          投標廠商： 

                           

 

（加蓋印章） 

 

          負責人姓名： 

 

 

             

 

 

 

 

 

 

 

 

 

編號 

印 

印 



 2 

 

 

 

 

（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 

比  減  價  標  單 

（本標單各項標價均應以中文大寫填入） 

採購案名稱：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一、最優勝廠商比減價格（若折扣率在核定底價之百分比以下，宣布得標）： 

 

1. 第一次比減價後折扣率                        %。 

 

 

 

2. 第二次比減價後折扣率                        %。 

 

 

 

3. 第三次比減價後折扣率                        %。 

 

 

 

編號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目次 工程項目 單位 建造費 百分比 複價 備註

壹、 專案管理  

1 3億以下 ％ 300,000,000 1.90% 5,700,000

2 3-5億 ％ 70,000,000 1.70% 1,190,000

小計 6,890,000

貳、 監造
本案核付服務費用採累

計各項計畫經費

1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式 5,000,000 4.60% 230,000

2 超過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 式 5,000,000 4.40% 220,000

3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式 40,000,000 3.90% 1,560,000

4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式 50,000,000 3.30% 1,650,000

5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式 270,000,000 2.80% 7,560,000

小計 11,220,000

18,110,000合計

1.本預算表僅供備標之參考，應以上述費率*標單之折扣率為簽約費率。

2.本預算表之執行金額僅供備標之參考，應以實際管理金額為準。

紫雲巖管理委員會
專案管理技術服務勞務預算詳細表（參考表）

勞務案名：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專案管理委託專業技術服務

工程地點：臺中市清水區                                                第 1 頁共  1頁

 



目次 工程項目 單位 單價 數量 複價 備註

壹、 工程費  

1 觀音銅像 式 125,000,000   1 125,000,000

2 四大天王及觀音石像 式 20,000,000    1 20,000,000

3 基座建築工程 式 80,000,000    1 80,000,000

4 朝聖及入口廣場 式 20,000,000    1 20,000,000

5 水保工程 式 28,200,000    1 28,200,000

6 景觀工程 式 57,000,000    1 57,000,000

7 土方填挖及雜項工程 式 15,000,000    1 15,000,000

景觀平台 式 20,000,000    1 20,000,000

8 調查鑽探等其他費用 式 3,000,000     1 3,000,000

9 空污稅費 式 1,800,000     1 1,800,000

小計  370,000,000

貳、 服務費
本案核付服務費用採

累計各項計畫經費

1 設計 式 11,220,000    1 11,220,000

2 水保都審 式 2,670,000     1 2,670,000

3 專管 式 6,890,000     1 6,890,000

4 監造 式 11,220,000    1 11,220,000

小計 32,000,000

402,000,000

 

合計

1.本預算表僅供備標之參考，應以上述費率*標單之折扣率為簽約費率。

2.本預算表之執行金額僅供備標之參考，應以實際管理金額為準。

紫雲巖管理委員會
全案預估經費表（參考表）

案名：清水紫雲巖觀音佛像新建工程

工程地點：臺中市清水區                                                第 1 頁共  1頁

 



清水觀音神像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 

 

  評選委員編號：__________                       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項          目 
廠商 

編號 

配分 

甲廠商 

得分 

乙廠商 

得分 

丙廠商 

得分 

評選意見(優

點、缺點) 

一、專案團隊 
(1) 計畫主持人學歷、專業證照。 

(2) 團隊組織成員、人力計畫，專案管理實績經驗。 

20%  

  

 

二、規劃構想 
(1) 環境分析。 

(2) 可行性評估。 
20%  

  

 

三、專案管理方案 
(1) 招標策略。 

(2) 專案管理計畫對策。 

(3) 監造計畫。 

30%  

  

 

四、費用編列合理性 
(1) 整體費用說明。 

(2) 服務費用合理性說明。 

20%  
  

 

五、簡報及答詢 
(1) 簡報內容之完整性及專業性 10%  

  
 

得分合計    
  

序位    
  

備註： 

1.本評分表，各廠商得分加總高於 90分或低於 70分者，請委員填寫審查意見。 

2.各委員評定分數加總平均，低於 75分者即為不合格廠商，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 

3.本人知悉、並遵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之內容。 

得分加總未達 70分及逾 90分之主因： 

 

 
 

 



 

評選委員評選總表 

採購案：清水觀音神像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 
 

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編號 甲 乙 丙 

廠商名稱 

評選委員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1       

2       

3       

4       

5       

6       

7       

廠商標價    

總評分/平均總評分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出席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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