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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魚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06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魚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0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2,556,2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6時0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投標廠商應擇全部品項報價，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

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者（含平底價在內）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採

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

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

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以

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服

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或

「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停

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二) 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

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

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所

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機

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三) 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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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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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新臺幣127,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

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

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一) 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間
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取
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二) 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件
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正
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
品聯合招標採購案(魚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繳納履約保證金，雲林監獄新臺幣127,000元；

雲林第二監獄新臺幣127,000元。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第3頁/共22頁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冷凍食品類/CAS冷凍食品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07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冷凍食品類/CAS冷凍食品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5,267,208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9時3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業，

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蓋有

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比

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 
品項一：冷凍食品之決標方式：以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
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得標廠商。 
品項二：CAS冷凍食品之決標方式：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
量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

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

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所得稅之

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機關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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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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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 

【項次1】冷凍食品：新臺幣124,000元整 

【項次2】CAS冷凍食品：新臺幣139,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

收件前於本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

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

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

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

之押標金得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
間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
取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2.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
件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
正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
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冷凍食品類/CAS 冷凍食品）招標文件』字樣，
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至雲林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繳納履約保證金 

【項次1】冷凍食品：新臺幣124,000元整 

【項次2】CAS冷凍食品：新臺幣139,000元整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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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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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蛋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08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蛋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1,311,0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1時3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 

(一) 雞蛋之決標方式：以該項減價金額最高且高於(或平於)本監所訂底價之減價
金額者為得標廠商。 

(二) 鹹鴨蛋、皮蛋、滷蛋、茶葉蛋及液體蛋之決標方式：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
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
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

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

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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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

機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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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項次1】雞蛋：新臺幣46,000元整【項次2】鹹鴨蛋、皮蛋、滷蛋、

茶葉蛋及液體蛋：新臺幣19,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

本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

發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

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三) 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間
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取
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四) 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件
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正
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
品聯合招標採購案(蛋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至雲林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繳納履約保證金，

【項次1】雞蛋：新臺幣46,000元整【項次2】鹹鴨蛋、皮蛋、滷蛋、茶葉蛋及液體

蛋：新臺幣19,000元整。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及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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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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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豆腐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09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豆腐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3,195,264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0時0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投標廠商應擇全部品項報價，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

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者（含平底價在內）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

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

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

所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

機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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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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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新臺幣159,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

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

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五) 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間
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取
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六) 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件
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正
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
品聯合招標採購案(豆腐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繳納履約保證金，雲林監獄新臺159,000元；

雲林第二監獄新臺幣159,000元。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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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醬菜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10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醬菜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4,677,8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4時3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投標廠商應擇全部品項報價，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

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者（含平底價在內）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

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

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所得稅之

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機關核發

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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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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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新臺幣233,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

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

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
間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
取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2.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
件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
正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
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醬菜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繳納履約保證金，雲林監獄新臺幣233,000元；

雲林第二監獄新臺幣233,000元。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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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沙拉油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11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沙拉油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2,199,8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1時0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 

（一） 沙拉油、中筋麵粉、二砂糖之決標方式：以減價金額最高且高於(或平
於)本監所訂底價之減價金額者為得標廠商。 

（二） 黃豆、食鹽、油炸油之決標方式：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項目單價與
預估採購數量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得標
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

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

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

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所得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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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機關核發

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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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項次1】沙拉油：新臺幣33,000元整【項次2】中筋麵粉：新臺幣

35,000元整【項次3】二砂糖：新臺幣17,000元整【項次4】黃豆、食鹽及油炸油：

新臺幣24,000元，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監總務科出納處繳

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私

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

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

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轉為履約保證金，

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
間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
取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2.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
件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
正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
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沙拉油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至雲林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繳納履約保證金，

【項次1】沙拉油：新臺幣33,000元整【項次2】中筋麵粉：新臺幣35,000元整【項

次3】二砂糖：新臺幣17,000元整【項次4】黃豆、食鹽及油炸油：新臺幣24,000元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及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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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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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雜貨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12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雜貨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7,248,25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0時3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投標廠商應擇全部品項報價，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量

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者（含平底價在內）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

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

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

所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

機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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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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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新臺幣362,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

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

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

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七) 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間
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取
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八) 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件
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正
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
品聯合招標採購案(雜貨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繳納履約保證金，雲林監獄新臺幣362,000元；

雲林第二監獄新臺幣362,000元。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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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蔬菜水果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13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蔬菜水果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8,286,0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5時0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以減價百分比最高者且高於（或平於）本監所訂底價減價百分比者為

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

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

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

所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

機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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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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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項次1】蔬菜類：新臺幣336,000元整【項次2】水果類：新臺幣78,000

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監總務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

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

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

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

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

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九) 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間
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取
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十) 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件
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正
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
品聯合招標採購案(蔬菜水果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至雲林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繳納履約保證金，

【項次1】蔬菜類：新臺幣336,000元整 

【項次2】水果類：新臺幣78,000元整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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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CAS冷凍(禽肉/肉品)類第1次公開招標公告 

[案號]：107214 

[機關代碼]：3.11.94.8第1次公告 

[招標機關]：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招標機關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7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 

（CAS冷凍(禽肉/肉品）類） 

[標的分類]：財物 

[聯絡人(或單位)]：總務科吳正華 

[電話]：（05）6323176 

[截止收件日期]：107年5月21日17時00分 

[預算金額]：新臺幣12,857,100元整 

[開標時間、地點]：107年5月22日15時30分於本監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進行開標作

業，請投標廠商自行攜印參加；如廠商無法攜印到場，可授權代理人於開標現場出示

蓋有該印章授權書；均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說明、減價、

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等權利。 

[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決標方式]：單價決標， 

品項一：CAS冷凍禽肉之決標方式：以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
數量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得標廠商。 
品項二：CAS冷凍肉品之決標方式：各品項均應報價並以各項目單價與預估採購數
量之乘積總和最低且低於底價（含平底價在內）者為得標廠商。 
 [廠商資格摘要]：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凡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廠商經營與本案

採購副食品相關之證件）。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

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

、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

關或其授權機關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前述証明，得

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如至「全國商工行政

服務入口網」）查詢列印「公司登記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或「工廠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04 月 13 日起

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投標廠商勿再提供】。 

2.廠商納稅之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

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

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相關文件代之。營業稅或

所得稅之繳納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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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發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廠商信用之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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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徵信機關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押標金額度]：【項次1】CAS冷凍禽肉類：新臺幣350,000元整【項次2】CAS冷凍肉

品類：新臺幣291,000元整，押標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須於截止收件前於本監總務

科出納處繳納，並將收據置入標封中，開標現場不收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

或支票（私人或公司支票無效）、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

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

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得標廠商之押標金得轉為履

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則無息退還。 

[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 

1.自取投標文件：具投標資格之廠商，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電子領標（領標網址：http://web.pcc.gov.tw）或於辦公時
間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以無記名方式（不收
取工本費）至本監總務科領取。 
2.郵索投標文件：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檢附回
件大型信封（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貼足回件郵資（不收取工本費）
，寄達「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 號。收件人：法務部矯
正署雲林監獄總務科收」，信封上註明『索取 107 年度下半年收容人副
食品聯合招標採購案(CAS 冷凍(禽肉/肉品)類)招標文件』字樣，逾時
拒收。 

 [收受報價單或企劃書方式及地點]：於截止收受期限前，將廠商登記或設立
證明、繳稅證明、信用證明、押標金、投標標價清單、招標投標及契約文
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切結書及授權書等文件密封投標，
郵寄寄達或專人送達本監收發室。 
[履約保證金額度]：得標廠商應分別至雲林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繳納履約保證金，

【項次1】CAS冷凍禽肉類：新臺幣350,000元整【項次2】CAS冷凍肉品類：新臺幣

291,000元整。 

[履約地點]：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法務

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5-18號）。 

[履約期限]：自中華民國107年07月0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公開取得文件售價]：不收取工本費。 

 [其他]： 

（一）投標廠商務必詳閱投標須知等招標文件規範，以研判對於投標標的之價格影
響，並將可能負擔之一切風險費用包含於報價內。 

（二）本案送貨地點位於戒護區內，出入需配合監獄相關門禁管制及檢查措施。 

（三）廠商對於招標文件如有疑義、異議請與本監總務科聯繫。 

電話：05-6323176  傳真：05-63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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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