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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書面查詢本行招標規範及附件內容答復事項彙整 
 

編號 函詢問題 說明 
第一章 

六、（一） 

請進一步說明，「最近五年內曾獲

得兩個以上（含）之彩券系統合

約，其中至少有一個合約使該彩券

系統供應商在單一地區或國家有

裝置一千台以上端末投注機之實

務經驗。」 

招標規範第一章、六、（一），係指民國 97

年至 101 年（2008-2012）之 5 年間，曾

有獲得並執行兩個以上（含）之彩券系統

合約。該兩個以上（含）之彩券系統合約

不以本案投標截止時（民國 102 年 1 月 4

日下午 5 點）仍在執行中為限。 

第一章 

六、（二） 

 

請進一步說明，「成立五年以上，

其彩券系統經營之年營業額達美

金一億元（或等值外幣）以上。」

招標規範所稱「年營業額達美金一億元

（或等值外幣）」，係指投標廠商成立之五

年間，年營業額有達美金一億元（或等值

外幣）」之實績，不以平均或每年均有達

成為限。 

第一章 

十三、 

（三）3. 

以及 

（六）3. 

 

依證交所規定公開上市公司應公

佈經會計師簽證以及符合國際會

計準則之財報，我們的理解是，貴

行可以接受已經過會計師簽證且

公佈的英文版年度財報影本，並不

需要提供正本。 

一、 本招標規範第一章、十三、（三）3.，

「最近一年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因投標廠商須為依中華民國法

令設立之本國公司（詳招標規範第

一章、五），故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財

務報表，係指依中華民國法令經會

計師簽證之中文財務報表。 

二、 本招標規範第一章、十三、（六），

投標廠商之協力廠商，不以依中華

民國法令設立之本國公司為限，如

協力廠商為外國公司，可提供經會

計師簽證以及符合國際會計準則之

英文版年度財報影本。 

三、 除投標廠商應蓋用經濟部登記印章

附件一至附件六以外，其他證明文

件可提供影本，惟應依招標規範第

一章、十三、（十）辦理。 

第一章 

十三、（六） 

 

由合作或聯盟或協力廠商所提供

之相關文件（MOU 或其他文件）

能視為證明文件嗎? 

投標廠商以採購、合作或聯盟方式取得維

修能力者，該投標廠商與協力廠商所簽訂

之採購合約、MOU 等具有法律效力之文

件，其內容表示維修能力之提供或合作

者，可視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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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函詢問題 說明 
第一章 

十三、（九） 

 

一、 本次招標規範所規定之連帶

保證，是否與「第三屆公益彩

券電腦技術廠商規範」相同，

亦即維修廠商僅就電腦技術

廠商之「維修部份」連帶保證?

二、 協力廠商若為股東身份者，是

否仍須出具連帶保證書? 

一、 本次招標規範之協力廠商連帶保證

責任，謹就其協力部份為保證，原

招標條件附件六酌予修改，請投標

廠商以本次公告之「附件六」為準。

二、 協力廠商雖為投標廠商之股東，但

同時具有協力廠商之身分，亦及投

標廠商以採購、合作或聯盟方式取

得彩券系統供應能力或維修能力

者，仍須以協力廠商名義出具保證

書。 

附件五、 

投標價格單 

貴行能否接受投標廠商不對投標

價格單上的所有項目提供價格，但

仍會對未報價的項目提供規格，並

建議貴行直接自行採購? 

投標廠商對於投標價格單所列項目，即使

建議由本行自行採購，仍應提供完整報

價。 

附件五、 

投標價格單 

投標價格單之報價起始年度為 102

年，但下屆發行期間為 103 捻 1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則

102 年欄位應填入之資料為何? 

建置期間（102 年）應由本行先行採購之

項目，請投標廠商將該預估金額填入。 

附件五、 

投標價格單 

就我們的理解，貴行要求投標廠商

建議一種服務水準協議(5x8 或 

7x8 或 7x24)，與投標價單上要提

供三種服務水準協議價格的要求

並不一致。 

投標廠商應分別填寫(5x8 、 7x8 、7x24)

三種 SLA 之價格，以利本行從中評估與

選用。 

第二章 

一、（五） 

所謂提供總數量不得少於 3%的備

品，此所謂總數量係指? 

總數量係指簽訂「電腦技術廠商合約書」

後本行實際採購之總數量，如有增購，備

品數量亦應依增購數量至少 3%增提。 

第二章 

二、（二）2. 

「此雙重系統驗證之派彩結果必

須要能及時地產生並公告…」，所

謂的即時性，是否有明確的標準?

依第二章、二（一）1.（1）彩券資訊系

統須能在 30 分鐘內，完成 2,500 萬筆投

注交易的派彩所有相關作業，同時須另有

內部獨立檢核系統，與彩券資訊系統互為

驗證作業，兩系統之派彩作業處理時間必

須同步或接近同步完成，並產生正確的驗

證結果，兩系統之派彩及驗證作業，不得

超過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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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函詢問題 說明 
第二章 

二、（三） 

 

請問『2 小時內完修服務』，2 小時

是從何時開始計算？ 

自得標廠商接獲本行之叫修服務要求時

起算，至本行接獲完成修護作業通知為

止，需在 2 小時內完成。 

第二章 

四、（三） 

1.（1）b 

 

請明確定義下列兩個項目： 

a. 發行期間 

b. 發行期間的平均交易資料存取

量 

一、 依財政部公告，第四屆公益彩券發

行期間為民國 103 年 1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 

二、 本行預估第四屆發行期間，平均每

年彩券銷售額為新臺幣 1,088 億

元，並請參酌「公益彩券電腦技術

廠商招標規範-技術規格」相關章節

之內容提出之新增作業與功能需

求，提供符合如前述招標規範之技

術規格所要求之系統交易量二倍以

上安全儲存容量。  

第二章 

四、（四） 

2.（10） 

 

請說明手持式兌獎機之功能，並說

明操作此手持式兌獎機時是否需

與投注機連線，還是可以單機方式

操作。 

手持式兌獎機主要目的提供遊走型經銷

商進行兌獎之用，需可以單機作業。請投

標廠商提供此類設備之相關規格和特

性、具備功能及應用方式，以作為本行選

購之參考依據。 

第二章 

四、（四） 

2.（11） 

 

本點所稱之「具備經銷商投注機可

串連之功能」，我們對這個需求的

理解是一間投注站裡有兩台投注

機相互串連，請確認或另說明規

定。並請具體說明所要求之『可串

連』功能為何。 

單一經銷商之投注站，其投注相關設備如

有兩套(或以上)需可相互連接，使用共同

的通訊線路。請投標廠商提供其連接方式

說明，如需增加其它設備方能達成，請詳

列該等設備規格與價格。如有其他發行地

區的實例可供參考，歡迎提供其規劃說

明。 

 

第二章 

四、（四） 

2.（12） 

 

投標廠商須提供相關測試報告及

佐證資料，以茲證明能符合上述系

統規劃之要求。 

我們的理解是投標廠商應該針對

測試交易處理時間的環境提供衡

量標準。請確認或另說明規定。 

請參閱第二章第19-20頁第(12)交易處理

之回應時間a.~f.內容說明。 

投標廠商應提供足以佐證能符合前述

a.~f.對於交易處理之回應時間要求之測

試報告或佐證資料，並就其測試環境規格

及其所測得數據，詳細說明是如何推算以

取得合乎本行要求的回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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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函詢問題 說明 
第二章 

四、（四） 

2.（12） 

投注機能接收來自電腦中心主機

之訊息，且能依『不同類型訊息』

資訊予以不同之回應。請說明『不

同類型訊息』。 

請參閱第二章第 17 頁、四、（四）1.（2）

j 說明。 

訊息類型至少分為緊急或非緊急、可列印

或不可列印。 

第二章 

四、（九） 

2.（11） 

 

請具體說明此需求：『提出詳細更

新執行計劃、投注設備維護費用

等，請詳列此等費用之估算。』 

請投標廠商以本屆發行期間十年為考

量，說明所提供之投注機設備之使用年

限，投注機設備必須能配合本行十年發行

期的營運，並隨時保持良好狀況，因此投

標廠商應評量提供給本行的投注機相關

設備性能，詳細說明其維護計畫和更新計

畫，並詳列前述更新及維護所涉及之所有

費用項目及金額。 

 



廠商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書格式 

 
一、 立連帶保證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連帶保證廠商)同意就

參與遴選廠商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投標廠商）獲指定為電腦

技術廠商後，與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以下簡稱  貴行)簽訂之公益彩券電腦技術廠

商合約書（以下簡稱合約）負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責任。 
 
二、 連帶保證廠商就其協力事項，與投標廠商負連帶保證責任。  貴行依合約認定有

不發還電腦技術廠商履約保證金之情形者，連帶保證廠商經  貴行書面通知後，

當辦理協力事項履約保證金之補繳（依比例計算）或履約，絕不推諉拖延，且無

需經過任何法律程序。連帶保證廠商亦絕不提出任何異議，且不得主張民法第 745
條之權利。連帶保證責任不因分次發還保證金而遞減。 

 
三、 連帶保證廠商係依法得為保證且未參與遴選。 
 
四、 因本保證書涉訟時，同意以  貴行總公司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五、 本保證書有效期間自本保證書簽發日起，至  貴行通知廠商解除保證責任時止。 
 
六、 本保證書正本乙式三份，由  貴行、電腦技術廠商及連帶保證廠商各執乙份為憑。 
 

此致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電腦技術廠商（投標廠商）：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地址： 
 電話： 
 
 連帶保證廠商：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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