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竹城福和賞社區】 

委託保全及物業管理公司招標投標暨遴選辦法 

一、案名 : 竹城福和賞大廈 

二、案址 :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5號 

三、委託保全及物業管理期間：111年 12月 15日起至 112年 12月 15日止 

四、投標廠商資格： 

     (1)廠商具有保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兩張執照與營利事業登記證(同一負責人)。 

(2)保全公司資本額達四千萬，公寓大樓管理維護公司資本額達一千萬。  

(3)保全同業工會及公寓大廈管理同業公會會員。 

(4)兩年內公司無退票證明及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5)保全責任保險保單自付額不得高於 10%。 

        五、人員編制及任用資格:各項工作職掌請於簡報時敘明並列入合約 

 

名  稱 人力 上班時間 月休天數 資格 

總幹事 1人 

上午 10:00時 

至 

晚上 19:00時 

周休二日 

輪休 

1. 總幹事乙名年限適法規之中華民國公

民，要熟悉電腦操作、會計流水帳基本

要件繕稿能力並具行政文書彙整作業，

與全方位之溝通協調親和力者。 

2. 應具備內政部核發事務管理人認可證。 

3. 無金融不良記錄並檢附警察機關安全查

核之無犯罪前科記錄證明文件(良民

證)。 

4. 每日實勤 8 小時，無酗酒、賭博等不良

嗜好。 

保全員 1哨 24小時輪值 
24小時 

輪班排休 

1. 中華民國公民。 

2. 具備交通指揮能力。 

3. 無犯罪前科紀錄者。 

4. 無酗酒、賭博、嚼檳榔者。 

5. 具有消防火警設備操作能力。 

清潔人員 2人 
08:00-17:00 

12:00-21:00 
月休 8天 

1. 男女不拘 

2. 符合勞基法規定年齡 

3. 外籍人士須有合法工作證 



 

六、招標方式︰                                    

(1)領標日期:111年 11月 17 日(週四)上午 09時起至 11月 23日(週三)晚上 17:00

時止，共計 7 天，請至本社區管理中心領取招標文件，招標文件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   

(2)廠商現勘社區:111年 11月 23日(週三)下午 14:00時至 16:00時止(先至 1樓管

理中心集合)。 

(3)截止投標日期:111年 11月 24日(週四)下午 18:00時止。 

(4)初選(資格審查)：111年 11月 24日(週四)晚上 20:00時，進入複選廠商 11月

25日(週五)中午 12:00時前通知。 

1.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依廠商提出之文件及企劃書等資料進行資格審查，不合格廠

商予剔除。 

2.廠商數未達 3家，由管委會或住戶再推薦廠商，以符合招商有 3家以上之規範。 

3.廠商數達 3家（含）以上，由管委會委員審查小組評選合格廠商進入複選簡報。  

(5)複選(廠商簡報，委員諮詢)：111年 11月 30日(週三)晚上 08:00時簡報，現場

抽籤簡報順序。 

1.廠商須指派地區主管(經理級)以上人員，向本社區管理委員會進行簡報，並接

受委員會之詢問(簡報 10分鐘，詢答 10分鐘)。 

2.複選由出席委員(每人二票)投票排序三家廠商進行議約議價。 

        備註：若有廠商票數相同，再針對票數相同廠商重新投票表決。 

 (6)得標廠商應於兩週內完成簽約手續。 

     七、標單送達方式及日期：投標廠商應於 111 年 11月 24日(週四)晚上 18:00時前將下

列資料親送本社區管理中心(如有延誤，恕不受理)。 

          (1)公司執照影印本 

     (2)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 

          (3)同業公會會員證影印本  

          (4)兩年內公司無退票證明 

          (5)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6)保全責任保險保單(自付額不得高於 10%) 

          (7)廠商應使用本社區所發標單，逐項填寫清楚，總價應以大寫填明，加蓋廠商及

負責人之印章，裝入標單封內密封，封口處並應加蓋大小章。  

          (8)社區管理企劃書 10份 (企劃內容需附如下，得標廠商之企劃書視為合約之一

部份)。 

          1.公司簡介與內部管理制度。 

          2.本社區之經營管理方案。 

          3.派駐人員之教育訓練及考核、紀律懲戒辦法。(請說明員工之選訓用留) 

          4.公司後勤支援制度與內容。(請說明如何督導派駐人員與巡視案場) 

          5.客戶服務機制。(請說明如何處理客訴及案場危機處理) 

          6.客戶實績，能提供數個管理客戶案場名稱。 

          7.物業、保全交接計畫 

        八、社區概況： 

(一)社區共計 130戶，為地下 3 層、地上 14層之建築物。 

(二)各棟電梯均以感應設備管制出入。 

(三)社區保全編制目前為大廳哨。 

(四)社區清潔人員編制 2名(早晚班各 1位)。 

        九、招標預算：合理最有利標。 

        十、公設回饋項目: 水塔 (上、下水塔) 清洗及環境消毒每年 2次。 

        十一、廠商報價：廠商應提出履行每月所需費用之總金額及費用及公設回饋項目之

組成內容。   

        十二、最後得標廠商有三個月試用期。 

        十三、得標廠商須於議約時向管委會報告交接時程。（進行交接時程所生一切費用由

得標廠商須自行負責，管委會不負擔服務費用或其他任何費用)。 

        十四、交接時程內(合約雙方用印完畢至履約日)如遇社區節慶或大型活動，得標廠

商須擔任主辦單位，現有服務廠商為協辦單位（以檢視得標廠商辦理社區節

慶活動能力，活動相關支援人力，得標廠商須自行負擔）。 

十五、其他事項： 



(1)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決標於該廠商： 

1.未依本招標辦法之規定投標。 

2.須檢附資料內容不符合招標辦法之規定。 

3.借用同業牌照，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2）若因緊急狀況、重大事件或招商困難，管委會將不受廠商是否達 3家以上之

投標狀況。  

(3)廠商保證不得基於任何理由，以行求期約或以其他直接或間接之方式交付任何

佣金、報酬、回扣、饋贈、有價證券或其他利益予管理委員及所有聘僱人員

(含配偶及三親等內親屬)以排擠競爭對手，爭取交易機會或交易優惠條件或

其他影響交易秩序之目的，如有發生前揭情事，管委會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

本合約，並將廠商列為禁止往來名單，廠商除 應自行承擔因此衍生之相關

法律責任外，管委會得向廠商請求賠償損害及支付相當於合約總價款 50%之

懲罰性違約金。 

    廠商於知悉任何違反前項規定情事，立即據實將相關人員身分、支付金額或

其他利益及其支付方式等告知管委會，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管委會調查。 

(4)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5）本辦法如有未詳盡之處，得由本會補充，本會對本招商案有解釋及增訂之權

利，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管理中心總幹事。 

       十六、疑義釋疑：投標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投遞標單前，洽詢本社區

管理中心請求釋疑。 

       十七、附件：廠商投標證件核對表、投標單、報價分析表、文件標封。 

             ◎本社區地點：永和區福和路 5號管理中心。  

             聯絡電話：   2923-2503    聯絡人:總幹事  



公寓大廈管理公司資格審查證件核對表 

公司名稱： 

＊請將資格證明文件依下列次序裝訂成冊 

項次 資格審查項目 

投標廠商填寫 管委會審查 

提送規範 
提送資

料頁次 

合格

(V) 

不 

合格(V) 

缺失原

因 

1 

公寓大廈管理公司登記資本額一仟萬元以上，可

供證明之文件影本(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2 公寓大廈管理同業公會會員      

3 
目前維護管理 100 戶以上社區至少兩個，附有

效合約或證明 
     

4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收執聯影本（或檢

附稅捐機關之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收執聯之證明文件影本）。 

     

5 兩年內無銀行退票紀錄者(附最近六個月證明)      

6 
證明文件影本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

符』字樣 
     

7 社區管理企劃書 10份      

8 

廠商投標單(不得使用鉛筆書寫)各別裝袋密封後

連同資格證明文件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

封套外部皆需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電話及

招標標的。 

     

審  查  總  結  

審查人員簽名： 

 

 

 

 



 

保全公司資格審查證件核對表 

公司名稱： 

＊請將資格證明文件依下列次序裝訂成冊 

項次 資格審查項目 

投標廠商填寫 管委會審查 

提送之 

規範 

提送資

料頁次 

合格

(V) 

不 

合格

(V) 

缺失

原因 

1 

保全公司登記資本額四仟萬元以上，可供證明之

文件影本(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2 保全公會會員      

3 
目前維護管理 100 戶以上社區至少兩個，附有效

合約或證明 
     

4 保全責任保險保單(自付額不得高於 10%)      

5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及繳款收執聯影本（或檢

附稅捐機關之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收執聯之證明文件影本）。 

     

6 兩年內無銀行退票紀錄者(附最近六個月證明)      

7 
證明文件影本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字樣 
     

8 社區管理企劃書 10份      

9 

廠商投標單(不得使用鉛筆書寫)各別裝袋密封後

連同資格證明文件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

套外部皆需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招標

標的。 

     

審  查  總  結  

審查人員簽名： 



竹城福和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111年度綜合管理招標物業、保全採購標單 

一、 投標人對招標須知等文件均已完全明瞭接收，今願以合約(月)總價： 

 

 新台幣：                                            元整承攬本大廈綜合管

理作業，另附詳細表供參考。 

 ※總價應以國字大寫數目字填寫(如 壹、貳、佰、仟、萬)，並不得使用鉛筆或其 

   他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塗改者本標單無效。 

二、報價分析明細如報價分析單。 

三、本標單決標後，訂入契約中。 

 投標人：公司名稱                                        簽章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主任委員  監察委員  財務委員  

 

 



竹城福和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111年度綜合管理招標物業、保全報價分析單 

項

次 

管理配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          註 

1 
社區經理  1  

任用資格詳於遴選辦法第五

條，各項工作職掌請於簡報

時敘明並列入合約。 金額合計  

2 清潔員  2  

任用資格詳於遴選辦法第五

條，各項工作職掌請於簡報

時敘明並列入合約。 

3 安管員  1哨  

任用資格詳於遴選辦法第五

條，各項工作職掌請於簡報

時敘明並列入合約。 

合                 計   

5%  

總                  計  

物管投標公司名稱  

保全投標公司名稱  

 

 

 

簽 章                                         簽章 

物 管                                         保全 

 

 

 

 



 

 

 

竹城福和賞管理委員會 111年度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招標 

 
 

 

 

 

 

 

文件資料標封 
(文件資料標封請貼妥於包裝最外層) 

 

 

 

 

 

 

 

 

 

投標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