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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
招標說明會

(臺南場)

委託機關:國家圖書館
專案管理: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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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簡介
二、進度及招標文件修正
三、上網時程及招標甄選規定
四、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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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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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簡介
基地環境

基地面積為57,099.04㎡，基地深度約330公尺，基地寬度約210公尺。四面皆臨計畫道路，北側為長榮路二段，南
側為金華路一段，西側為三興街，東側為8公尺計畫道路 ( 局部位開闢 ) 。基地為完整街廓，地勢大致由南向西北低
斜；鄰近北側新營體育場、南側公園道--金華路一段，育德高工、及文(小)十用地。東西側住宅區．

住宅區

長榮路二段(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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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勃勒大道

2.三興街(12M) 3.東側八米計劃道路

4.現存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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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

業主: 國家圖書館

專管單位: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基本資料

地段地號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段111地號等26筆

基地面積 57099㎡

都市計畫 機關用地，建蔽率50%、法定容積率250%

建築構造 鋼骨造

幢數及棟數 2幢2棟

樓層數 (A棟聯合典藏中心)地上1層 + (B棟圖書館)地上5層，地下1層

建築面積 20,568㎡

建蔽率 36.02% < 50% OK

總樓地板面積 51,095㎡ (15,456.35坪) (A棟12,798㎡ + B棟38,283㎡ + 景觀機房14㎡)

容積率 64.53% < 250% OK

停車位數 實設汽車數量 : 250輛 /實設機車數量 : 315輛

工程預算 3,448,320,000元

後續擴充 44,500,000元 (演講廳視聽設備、部分消防設備)

興建工期 1200天

案件簡介
建築基本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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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目標及構想說明3

附屬設施

國家圖書館
南部分館

國家聯合
典藏中心

典藏需求功能

1.自動典藏庫(可容納200萬冊)

2.聯合典藏館(可容納1300萬冊)

3.數位資源保存中心

其他功能

1.一般行政空間

2.庭園休憩空間

3.停車場等公共空間  

讀者服務功能

1.綜合服務中心

2.寰宇知識中心

3.知識探索服務中心

4.研究及創作空間

5.會議及活動空間

6.餐飲及商店空間

7.圖書資訊專業發展基地

8.圖書館服務創新育成中心

9.圖書文獻保存及修復實驗中心

10臺灣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

提供公共服務及圖書典藏



配置構想4

聯合典藏中心
(A棟)

圖書館
(B棟)

建築配置考量現有環境生態，保留基地內大部分現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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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圖4

聯合典藏中心
(A棟)

1300萬冊

ASRS
200萬冊

博物館

演講廳

圖書館

景觀生態池

圖書館
(B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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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說明
景觀配置

EE

AA BB

CC DD

FF

黃金雨大道 山丘

書屋．樹屋 快樂谷

季節性大池 生態池、劇場式階梯

E.季節性大池

大雨時，中央凹地可滯留雨水逕流。滯洪最大設計水深為1.5m，面積
約2800m2，約可收納3000m3之雨水。
大雨洪峰過後，藉由放水閘門緩緩釋放。因此，這個庭園在氣候變遷
日趨劇烈的未來，除了滯洪的功能之外，也將呈現出獨特的季節性水
體動態變化。
山丘外圍的坡腳則以生態溪溝排水。草溝和砌石溝岸交錯配置，搭配
耐蔭的地被植物，營造出自然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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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層平面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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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層平面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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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層平面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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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層平面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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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層平面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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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一層平面圖5

天窗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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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平面圖5

太陽能板棚架版片組成:

A.陽能板模組PV (70%)
B.透明雙層強化膠合玻璃 (30%)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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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5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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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S自動化倉儲典藏區
H=15m

聯合典藏館倉儲書架區
H=15m

1F~5F : H=5m

B1: H=4.5m

圖書館棟(B棟)

聯合典藏中心(A棟)

基礎形式：2m筏式基礎

基礎形式：0.7m版基礎

建築設計說明
建築剖面圖

採光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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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S)
造型磚

(圖書館)
烤漆鋁板+玻璃帷幕+造型隔屏

(圖書館)
玻璃帷幕+造型隔屏

(圖書館)
烤漆鋁板

6 南向透視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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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博物館)
清水磚外牆

(演講廳)
玻璃木帷幕

(戶外閱讀區)
太陽能板棚架(PV+雙層強化玻璃)

6 北向透視圖

(演講廳)
烤漆鋁板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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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典藏中心)
中空PC版+混凝土仿清水塗料

6 聯合典藏中心西向透視圖
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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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景觀模擬7 穿堂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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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景觀模擬7 自動典藏庫房(ASRS)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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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s of knowledge Counter

Seats
Display

Seats

建築與景觀模擬7 書山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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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景觀模擬7 戶外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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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景觀模擬7 陽台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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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BIM規劃設計
REVIT作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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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鋼結構韌性抗彎矩構架+BRB

4. 太陽能版支架

3. 典藏書庫區

2. 自動倉儲書庫區ASRS

BRB抗挫屈斜撐

類似案例

1 2 m

1 0 m

1F以上:SS造

1F以下:SRC/RC造

結構系統說明
主要結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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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挖深度：
圖書館棟：GL-5.4m
聯合典藏中心：GL-1.5m擋土方式：鋼板樁搭配斜向支撐

擋土方式：1:1斜坡明挖

開挖深度：
GL-1.5m

開挖深度：
GL-5.4m

開挖深度：
GL-7.7m

結構系統說明
開挖工法/擋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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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典藏館密集書架區：
預動式自動灑水系統

自動倉儲書架區：
預動式自動灑水系統

特藏文獻庫：
細水霧滅火系統

機電系統說明10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部分規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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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度及招標文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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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進度
外審及標章審查期程

工項 完成時間

都市設計審議 110.6

建造執照 110.10

五大管線審查 111.2

出流管制計畫 111.5

候選綠建築標章(鑽石級) 109.1

候選智慧建築標章(黃金級) 10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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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工程與設備預算及營造廠工作內容

代號 標案名稱 標案內容 標案預算 採購性質 推估上網
期程 本案營造廠的工作

A標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
中心設計及監造標

C-1建築、景觀､電氣、給排水、
弱電、消防冷凍、空調系統、
特殊裝修等

145,323,000 勞務採購 已決標 --C-2傢俱設備
基地測量工作
地質鑽探調查

B-1標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自動化書庫
系統(ASRS)設備採購 自動化書庫系統(ASRS)設備 250,000,000 財物及工程採購 110.10 於開工日起692日內完成相

關區域施作交付設備廠商

B-2標 國家聯合典藏中心高層高效倉儲
書架設備採購 高層高效倉儲書架設備 480,000,000 財物及工程採購 待工程標

決標
於開工日起637日內完成相
關區域施作交付設備廠商

C-1標 建築及景觀工程標 1.全區主體工程及景觀工程
2.特殊裝修及部分固定傢俱 3,448,320,000 工程採購 111.5 服務內容詳招標文件

C-2標 傢俱設備建置標 傢俱設備 57,148,041 工程及財物採購 尚未
定案

依機關採購結果進行施工配
合

C-3標 圖書博物館設施設備建置標 圖書博物館設施設備 24,000,000 財物及勞務採購 尚未
定案

於開工日起843日內完成相
關區域施作交付設備廠商

E標 數位資源保存中心所需系統及設
備建置標

數位資源保存中心所需系統及
設備 34,750,000 財物及勞務採購 已決標

依機關採購結果進行施工配
合F標 圖書文獻保存及修復相關設施設

備建置標
圖書文獻保存及修復相關設施
設備 21,510,000 財物及勞務採購 尚未

定案

G標 電腦及資訊相關設備建置標 電腦及資訊相關設備 100,000,000 財物及勞務採購 尚未
定案

H標 特殊裝修及傢俱標 未含於C標之裝修工程 -- 工程及財物採購 -- --
其他支出 413,368,00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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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誘因策略3

 調增工程預算金額為34.4832億元

 工期延長至1,200日曆天

 預付款增加為契約金額之3%(約1億元)

 精簡契約規定人力

 取消「主要材料及設備使用廠牌說明表」

 調整材料設備之規格（如降規或變更、減項或減量）

 物調指數增加中分類及個別指數

 增加允許以「專業分包廠商」替代基本資格



文件名稱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投標須知

六、本採購預算金額(不公告者免填；但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3項規定辦理者，或屬公告金額以
上採購之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除轉
售或供製造加工後轉售之採購、預算金額涉及商業機密或機關認
為不宜公開外，應公開預算金額)：新台幣31億6,260萬元(含稅)

六、本採購預算金額(不公告者免填；但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
定標準」第5條第3項規定辦理者，或屬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公開招標、選擇性招
標及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除轉售或供製造加工後轉售之採購、預算金額涉及
商業機密或機關認為不宜公開外，應公開預算金額)：新台幣34億4,832萬元(含
稅)

六十二、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
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金額、數量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選購
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採購金額。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

六十二、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
擴充之金額、數量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採購
金額。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擴充金額約為新台幣4,450萬元(演藝廳及國際
會議廳專業設備、消防工程等相關工項，實際以後續擴充發包項目為主)，上述
經費預算將依實際需求及預算來源、審議通過情形辦理。

六十四、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
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
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件；另如允許合作社為投標廠商，
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應依合作社法之規定，並附具合作社章
程，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1) 基本資格：投標廠商應符合下列4項基本資格

1. 甲等(含)以上綜合營造業(E101011)。
2. 甲級(含)以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 。
3. 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E501011)。
4. 甲等(含)以上冷凍空調工程業(E602011)。

投標廠商符合上述全部資格者，得單獨投標。

六十四、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
發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
件；另如允許合作社為投標廠商，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應依合作社法之規
定，並附具合作社章程，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1) 基本資格：投標廠商應符合下列4項基本資格，允許以專業分包替代部分資

格
1. 甲等(含)以上綜合營造業(E101011)。
2. 甲級(含)以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 。
3. 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E501011)。
4. 甲等(含)以上冷凍空調工程業(E602011)。

投標廠商符合上述全部資格者，得單獨投標。
八十二、其他須知（請機關自行訂定。例如：採共同投標、統包
替代方案、國內廠商標價優惠、適用或準用 有利標評選作業或
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等方式辦理者，應注意依相關法規，將應於招
標文件載明事項納入。）：
(一)依共同投標辦法第7條，本案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不得對
同一採購另行提出投標文件或為另一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
(二)依共同投標辦法第8條，共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應由共同
投標協議書指定之代表人簽署。投標文件之補充或更正及契約文
件之簽訂、補充或更正，亦同。
(三)依共同投標辦法第9條，本案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之代
表廠商繳納。其並須提供擔保者，亦同。
(四)本案為巨額採購，依「採購法」第52條及「機關巨額工程採
購採 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適用 有利標決標。

八十二、其他須知（請機關自行訂定。例如：採共同投標、統包、替代方案、
國內廠商標價優惠、適用或準用 有利標評選作業或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等方式
辦理者，應注意依相關法規，將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事項納入。）：
(一)依共同投標辦法第7條，本案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不得對同一採購另行提
出投標文件或為另一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
(二)依共同投標辦法第8條，共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應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指定
之代表人簽署。投標文件之補充或更正及契約文件之簽訂、補充或更正，亦同
(三)依共同投標辦法第9條，本案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之代表廠商繳納。其
並須提供擔保者，亦同。
(四)本案為巨額採購，依「採購法」第52條及「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 有利標
決標作業要點」，適用 有利標決標。
(五)本案預算已達外籍移工申請門檻，可依相關規定申請外籍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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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修正內容(制式文件)3
文件名稱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工程採購契約

1.■預付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
示無預付款）：
(1) 契約預付款為固定金額新台幣1,750萬元整(含稅)，其付
款條件如下：支領預付款前應先提供同額預付款還款保證。
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
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預付款還款保證者，
其有效期應較契約規定之 後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90日。

1.■預付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
示無預付款）：
(1) 契約預付款為固定比例，為契約價金之3%，其付款條件如
下：支領預付款前應先提供同額預付款還款保證。廠商以銀行
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
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其有效期應較契
約規定之 後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90日。

6.物價指數調整：
(1)物價調整方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其他＿＿（由機關擇一載明；未載明者，為行
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個別項目、中分
類項目及總指數漲跌幅，依下列順序調整：
1工程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鋼筋、型鋼個別項目
（例如預拌混凝土、鋼筋、鋼板、型鋼、瀝青混凝土等，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預拌混凝土、鋼筋、鋼板、
型鋼及瀝青混凝土）指數，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10%（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10%）之部分，於估驗完
成後調整工程款
2工程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金屬製品類中分類項
目（例如金屬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瀝青及其製品類等，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所列
中分類項目）指數，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5%（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
程款。前述中分類項目內含有已依1計算物價調整款者，依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不含1個別項目之中分類指數」之漲跌
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6.物價指數調整：
(1)物價調整方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其他＿＿（由機關擇一載明；未載明者，為行政
院主計總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個別項目、中分類項
目及總指數漲跌幅，依下列順序調整：
1工程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鋼筋、型鋼、預拌混凝
土、普通模板、清水木模個別項目（例如預拌混凝土、鋼筋、
鋼板、型鋼、瀝青混凝土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預拌混凝土、鋼筋、鋼板、型鋼及瀝青混凝土）指數，就此
等項目漲跌幅超過10%（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10%）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2工程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金屬製品類、機電設備
類中分類項目（例如金屬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瀝青及其製
品類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
數所列中分類項目）指數，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5%（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
調整工程款。前述中分類項目內含有已依1計算物價調整款者，
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不含1個別項目之中分類指數」之漲跌
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7日內開工，
並應於開工之日起1,025日內竣工。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7日內開工，並
應於開工之日起1,200日內竣工。

主要材料及設備
使用廠牌說明表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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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修正內容(人力)3
 調整施工人力規定

目前契約規定人力:
工地主任1人
土建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4人，應具

有品質管理人員證照，施工期間專職常駐
工地）

機電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4人，應具
有品質管理人員證照，施工期間專職常駐
工地)

空調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2人，施工
期間專職常駐工地)

鋼構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3人，自工
程開工至結構體完成期間專職常駐工地）

外牆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3人，於外
牆工程施作前90日至外牆工程完成期間專
職常駐工地）

BIM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1人）
現場電腦繪圖人員（至少4人）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員各1人。

後續契約規定人力:
工地主任1人
土建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4

人，應具有品質管理人員證照，施
工期間專職常駐工地）

機電工程專職管理工程師(至少4人，
應具有品質管理人員證照，施工期
間專職常駐工地)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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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修正內容(設計調整及後續擴充)3

設計優化
1.聯合典藏館外牆：三明治金屬牆面+烤漆鋁版調整為乾掛PC中空板
2.再生能源工程：保留部分BIPV透光型太陽能板(1/3)，其餘調整為PV型太陽能板(2/3)
3.機電規範重新檢討

減項
1.鋁製金屬涼亭
2.樹屋
3.演講廳&國際會議廳專業設備工程
4.惰性氣體(IG-541)滅火設備藥劑鋼瓶

擴充金額約為新台幣4,450萬元(演藝廳及國際會議廳專業設備、消防工程等相關
工項，實際以後續擴充發包項目為主)，上述經費預算將依實際需求及預算來源、
審議通過情形辦理

 設計調整(金額約5,550萬元)

 後續擴充



三、上網時程及招標甄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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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時程

第一次上網

臺南場 (新營文化中心4樓演講室)

第二次上網
(等標期依第一次投標家數而定) 

契約開工
預計7月底

註.請依招標公告為準

1

評選活動
第一次預計6月下旬，第二次預計7
月上旬

臺北場 (國家圖書館3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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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廠商甄選規定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之工程實績資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投標代表廠商完成建築
工程，其單次契約金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2/5，或累計金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
算金額。並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或使用
執照或營造業承攬手冊登記證明。投標廠商如提出其與他家廠商共同承攬或共同投標之
工程實績，則僅計其本身實際參與之實績。

一.甲等(含)以上綜合營造業(E101011)。
二.甲級(含)以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 。
三.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E501011)。
四.甲等(含)以上冷凍空調工程業(E602011)。
投標廠商符合上述全部資格者，得單獨投標，允許以專業分包替代部分資格。

一.押標金：新臺幣5000萬元，金質獎廠商減收50%
二.履約保證金：契約金額之5%，優良廠商減收50%
三.保固保證金：契約金額之3%，優良廠商減收50%
四.預付款：契約金額之3%

2

註.請依招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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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提具資格證明文件

1.押標金繳納憑據正本
2.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3.切結書正本(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4.納稅證明文件(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5.廠商信用證明(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6.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採共同投標者需檢附)
7.經公證或認證之專業分包協議書(採專業分包投標者需檢附)
8.符合基本資格之會員證、登記證、營業許可證書、承攬工程手冊影本

(採共同投標者，廠商須個別檢附)
9.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投標代表廠商完成建築工程，其單次契約金額

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2/5，或累計金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
額。並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
形證明或使用執照或營造業承攬手冊登記證明。投標廠商如提出其與
他家廠商共同承攬或共同投標之工程實績，則僅計其本身實際參與之
實績。

資
格
文
件

3

註.請依招標公告為準



四、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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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評分表
一、團隊組織與履約能力

廠商組織架構與人員組成(包含專業分包廠商)、本案人力配置計畫之學歷、經歷
及專業證照介紹(本案專責人員:計畫主持人、計畫經理、工地主任、品質管理人
員、勞工安全衛生人員、現場工程師、事務人員..)、重要分項施工機組、人力
派遣調動計畫。

詳列近五年內工程經驗或實績（累計金額不低於本預算），並需說明：
(1) 施工工程預算金額、決標金額、標折比、開工日期、完工日期及總工期。
(2) 承攬工程執行情形如逾期履約或提前完工紀錄、有無減價收受等。

查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標案管理系統，投標廠商於截前10年內承攬公共工程
曾受之獎懲，包含：
(1) 發生重大職災之情形
(2) 施工查核小組品質之情形。
(3) 獲得政府機關頒發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工程品質進度優良獎項。
(4) 曾為優良廠商，或曾為受停業處分之廠商，或曾為政府採購法之拒絕往來廠

商

本計畫重要工程項目，包含但不限於鋼結構工程、預鑄混凝土帷幕牆工程、造
型磚乾式外牆工程、三明治金屬牆面工程、鋁帷幕牆工程、再生能源工程之專
業分包廠商近五年內工程驗或實績。
廠商如未附有經公證/認證之專業分包協議書者，其實績不得納入本項評分。

20分
1

二、關鍵課題與因應對策
具體說明對本工程現況及工作範圍之瞭解 。

本工程與機關自辦工程(包含但不限於倉儲系統、圖博裝修及設備工程、家具工
程等)施工界面、使照請領之協調及搭配計畫。

10分



45

評選項目評分表2
三、施工及品質管理計畫

施工管理計畫(至少應包含開挖及土方工程、結構工程、防水隔熱工程、
外部裝修工程、隔間及內部裝修工程、門窗工程、再生能源工程、景觀工
程、電氣系統設備工程、弱電系統設備工程、監控系統設備工程、消防系
統設備工程、給排水系統設備工程、空調系統設備工程…等)及品質管理計
畫(品管組織及品管執行構想) 。

本計畫重要工程項目(至少應包含鋼結構工程、預鑄混凝土帷幕牆工程、
造型磚乾式外牆工程、三明治金屬牆面工程、鋁帷幕牆工程、再生能源工
程)之具體施工方法與程序說明。

工區規劃、施工機具、施工動線、安全維護、測試運轉計畫、設備移交教
育訓練與移交接管及保固期間之養護與維護計畫..等內容。

防制施工破壞環境保護計畫（含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工地逕流廢
水污染削減、基地內廢棄物處理、噪音與振動防制措施等）、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緊急事故應變處理計畫（例如汛期防災、颱風及地震之緊急應變、
施工中重大事故及民眾抗爭因應方案等)及交通維持計畫..等。

建築資訊模型(BIM)執行計畫，內容應至少包含執行之工作方式、作業流
程、工作時程等。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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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評分表
四、期程計畫

工期管理計畫，包含本工程預定施工進度計畫圖(含要徑分析S-CURVE)，
項目內容至少應包含開挖及土方工程、結構工程、防水隔熱工程、外部裝
修工程、隔間及內部裝修工程、門窗工程、再生能源工程、景觀工程、電
氣系統設備工程、弱電系統設備工程、監控系統設備工程、消防系統設備
工程、給排水系統設備工程、空調系統設備工程、綠建築與智慧建築標章
申辦、使用執照申辦及送水送電、其他廠商應辦事項…等，須按月排列，
並自決標日起至竣工日。

上述施工進度計畫圖應明確分列圖書館棟、自動典藏庫自動化倉儲區、聯
合典藏館倉儲書架區及圖書博物館之進度期程計畫。

縮短要徑期程策略及具體執行計畫

若廠商給予履約期限縮短承諾時，須檢附「投標廠商竣工期限承諾切結
書」，且本工程預定施工進度計畫圖應與承諾之履約期限一致。

25分
4

簡報及答詢內容之流暢性、合理性及完整性。

七、簡報及答詢
5分

價格之合理性、正確性、完整性。

五、價格合理性
20分

加值方案及企業社會責任，廠商應就縮短履約期限、延長保固
期限、其他加值方案，及企業社會責任，具體說明內容。

六、加值方案及企業社會責任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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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