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標案號：GBF110110022 

A11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台語頻道節目製作「華視伍拾劇場計畫一」採購案 

投標廠商評選須知 

一、 本案由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依文化部公布之「法人

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訂定之「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藝文採購管理準則」成立『110 年台語頻道節目製作「華視伍拾

劇場計畫一」採購案』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徵案評選作業。 

二、 本案評選委員會由外聘專家、學者及本公司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另本公司

於成立評選委員會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成員由本公司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相關人員擔任。 

三、 評選作業： 

（一） 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選之對象。 

（二） 工作小組依據評審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連同受評

廠商企畫書送交評選委員參考。 

（三）評選委員以書面審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進行評分。各評選委員

就工作小組之初審報告、投標廠商所送之企畫書及下列評審項目及

配分評定各廠商之得分並按各廠商得分高低排定序位。 

四、評選項目及配分：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配分 

子項目 小計 

1 節目企劃 
1-1 節目內容及創作理念 20 

35 
1-2 節目製作及選角規劃 15 

2 專業執行力(投標廠商及製作團隊經歷) 30 

3 節目市場性、商業競爭力（國內及海外） 15 

4 
4-1經費配置合理性 5 

10 
4-2經費組成之完整性與正確性 5 

5 勞動權益規劃(創造勞動友善條件之製作環境) 5 

6 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5 

評選項目合計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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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報進行相關規定：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應於本公司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到場，並就

其所提之「企畫書」內容，對評選委員進行簡報並接受現場詢答，其程序

如次： 

（一） 簡報順序依各合格廠商投標文件送達時間先後順序決定。 

（二） 投標廠商應由製作人或製片人／製片、導演、製作團隊成員（如

攝影、美術指導等）出席，簡報人數至多 3 人，現場備有投影機

與揚聲器，其餘播放設備應自備。 

（三） 簡報當日廠商輪至簡報時間未到者，經唱名 3 次仍未到者，視為放

棄簡報與答詢權利，該投標廠商評分表之「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乙項為 0 分。評選委員逕依「企畫書」評分。廠商簡報時，其他廠

商應退出簡報會場至休息區。 

（四） 每家廠商簡報時間為 10 分鐘，再由評選委員與廠商進行詢答。詢答

採「統問統答」方式，廠商回答時間共 10 分鐘（不含評選委員提問

及發言時間），主席得視詢答情形酌予延長或縮短時間。 

（五） 廠商簡報不得更改其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在簡報時如另提出變更或

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六）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答詢者，就其企畫書進行評選，不影響

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六、優勝廠商評選作業及評定方式： 

 （一） 本採購評選作業採「序位法」評定優勝廠商，依固定價格給付。 

（二） 全部評審項目滿分合計總分為 100 分，評選委員於「評選評分表」 

      （詳如《附件 1》），各評審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 

（三） 評選委員就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受評廠商資料及各評審項目逐項討

論後，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分別評

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四） 於「評選總表」（詳如《附件 2》）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廠商之

平均總評分在 80 分（含）以上（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

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者為合格分數。未達合格分數者為不合格標，

不列入「評選總表」排序且不得作為優勝廠商。若所有廠商平均總

評分均未達合格分數時，則優勝廠商從缺並予以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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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數合格之廠商，並經出席評選委員另行表決後再次過半數之決定

者，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 名，其餘分數合格之廠商，亦得依

序位合計值高低順序列為優勝廠商。各評選委員評定序位後，應簽

名或蓋章。 

    （六） 不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依評選委員會議決議或辦

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評選委員得就明顯差異情形討

論後，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並載明於會議紀錄： 

1.維持原評選結果。 

2.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4.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七） 有 2家(含)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 

           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第一項「節目企劃（1-1節目內容及創 

           作理念、1-2節目製作及選角規劃）」(配分 35)及第二項「專業執 

           行力(投標廠商及製作團隊經歷)」(配分 30)，兩項得分合計後分 

           數較高者，為優先議價對象。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八） 評選委員對於價格之評比，應考量該價格相對於所提供標的之合理

性，以決定其評比結果。 

（九） 最後評選結果經簽報本公司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始得辦理

後續議價程序。 

（十） 「評選評分表」如本評選須知《附件 1》，「評選總表」如本評選須

知《附件 2》。 

七、議價及決標： 

（一） 本案評選完成後，如有優勝廠商，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將通知獲

評優勝廠商依序進行議價事宜。 

（二） 序位第 1 廠商若未能決標，則改由序位第 2 廠商進行議價程序，   

以此類推，如本案議價均無法決標，則本公司將宣布本案廢標。 

（三） 本案共採購 2 部，每部均為固定價格（即預算金額或自願減價後金

額）給付，決標方式為複數決標，最多決標 2 部。 

  （四） 本案採固定價格（即預算金額或自願減價後金額）給付，議價程序 

         不得免除，惟無須議減價格，但仍可議定其他內容，但不得更改原 

         招標文件之規定，或降低廠商投標文件所承諾之內容。 

   （五） 廠商議價完成後，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將發出決標通知書予得  

          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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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標廠商參加議價之代表非負責人時，應提示「出席代表授權書」 

       (格式如『110 年台語頻道節目製作「華視伍拾劇場計畫一」採購 

       案』投標須知」之《附件 2》)。 

八、補充說明及規定： 

      投標文件澄清： 

    （一） 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本公司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 

           查廠商投標文件，對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 

    （二） 本公司審查廠商投標文件，發現其內容有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打 

           字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 

           之內容。前項文件內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本公司得 

           允許廠商更正。將審查結果通知投標廠商，對不合格之廠商應敘明其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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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須知《附件 1》 

 

招標名稱：110 年台語頻道節目製作【華視伍拾劇場計畫一】 

招標案號：GBF110110022 

    評選評分表（序位法）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配分 廠商得分 

子項目 小計 廠商 1 廠商 2 

1 
節目 

企劃 

1-1 節目內容及創作理念 20 

35 

 
 

 
 

1-2 節目製作及選角規劃 15 
  

2 
專業執行力(投標廠商及製作團隊經

歷) 
30 

  

3 節目市場性、商業競爭力（國內及海外） 15 
  

4 

4-1經費配置合理性 5 

10 

 
 

  

4-2經費組成之完整性與正確性 5 
  

5 
勞動權益規劃(創造勞動友善條件之製

作環境) 
5 

  

6 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5 
  

合計總分 100   

序     位   

評選意見 

  

備註： 

1. 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應全程參與並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2. 各評選委員依各廠商之得分高低排定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 1，得分次高者序位第 2，餘類推。 

3. 所有投標廠商皆需列入排序，惟評分高於 90 分(含)及未達 70 分者，請於上述「評選意見」欄內說明理由。 

4. 本人知悉、並遵守「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須知」之內容。 

5.  本表於評選完畢後密封存檔備查。 

日期：    年     月     日                  
  

                           評選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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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須知《附件 2》 

招標名稱：110 年台語頻道節目製作【華視伍拾劇場計畫一】 

招標案號：GBF110110022 

                          評選總表（序位法） 

  日期：    年    月    日 

投標廠商 _______公司 _______公司 ________公司 ________公司 _______公司 

投標金額 NT$ NT$ NT$ NT$ NT$ 

評選委員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總評分/平均

總評分 
     

評選結果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序位和(序位

合計) 
     

優勝序位      

註：合格分數為平均總評分達 80 分（含）以上。 

本案評選委員會之全體評選委員（出席者請簽名確認）： 

評選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依姓氏筆劃排列) 

1.評選委員是否先經過逐項討論後，再予以評分： 

2.不同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3.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4.評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