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整體外牆修繕(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

正面與屋頂集水槽採購招標公告 

公告日期：2020年 7月 22日 

一、採購案號：10902701 

二、招標機關名稱：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三、招標機關地址：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 GA 30341 

四、招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整體外牆修繕(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面 

    與屋頂集水槽 

1. 高壓清洗, 修補外牆裂洞及打膠 

2. 更換正面與屋頂集水槽 

3. 左側外牆用專用外牆防水塗料後外牆油漆，右側及後側外牆補膠後油

漆(顏色同色(或可選擇) 

4. 詳細規格需求書及保固切結書如附件 

五、採購金額級距：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之採購。 

六、依據法條：中華民國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九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七、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八、招標機關聯絡人：蔡昆峰先生 電話：770-451-4456。 

九、執行現況：第一次招標。 

十、投標期限：2020年 7 月 23 日上午 11時 00分至 7 月 29日下午 5時

00分(不得少於 7日)。 

十一、開標日期：2020年 7月 30日上午 11時 00分。 

十二、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同招標機關地址。 

   投標廠商需檢附政府合法立案承包商公司執照影印本及中或英文書面

報價單，並以書面密封(密封之信封應標示採購標的名稱、投標廠商名

稱、地址)，在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招標機關。 

十三、開標地點：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會議室。 

十四、廠商資格摘要：政府合法立案專業領域信譽良好之業者。 



十五、預算金額：美金 17,000元。 

十六、招標方式：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書面報價單。 

十七、決標原則：最低標決標。 

 

﹝備註﹞  

1.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以

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倘旨案第一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

將依同辦法第 3條規定，改採限制性招標，並將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4條

規定辦理。 

2.以合於招標規格，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3.合於招標規格之投標廠商，其投標金額超過預算金額者仍為不合格標，不

予減價機會。 

4.合於招標規格之投標廠商，其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優

先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

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 

5.兩標單價相同且均在底價之內而同為最低價時，其比減價格數未達三次

者，應由該等廠商再行比減價格一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價之價格仍相

同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6.投標廠商如提出招標文件註明「或同級品」者，應敘明同級品之廠牌、價

格及功能等相關資料，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經機關審查非同級品者，

為不合格之廠商。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整體外牆修繕 (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

面與屋頂集水槽整繕契約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甲方）及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雙

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履約標的：辦理甲方「整體外牆修繕 (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面與屋

頂集水槽整繕案」（地址：5377 New Peachtree Road, 

Chamblee, GA 30341）規格需求詳如本案中心亞特蘭大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整體外牆修繕 (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面與

屋頂集水槽整繕招標公告。 

 

第二條 履約期限：甲乙雙方簽約後，若有需要、乙方需向仙伯里市政府

（Chamblee）申請工程施工許可，乙方於取得工程施工許可

後 3個星期內開工，於開工後在甲方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

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30工作天內完成全部工程。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本契約價金為              美元(含稅)。 

（二）付費方式： 

（1）乙方安裝高空工作架並清洗外牆後，甲方須憑乙方開具之發票單

據支付契約價金百分之三十，計              美元。 

（2）乙方依施工內容及時程完成工程，經甲方確認竣工並驗收合格

後，甲方憑乙方開具之發票單據支付乙方契約價金百分之七十尾

款，計               美元       

 

（三）契約價金已包括甲方為履行本契約所支出之所有費用（含向仙伯里市政府

（Chamblee）申請工程施工許可規費與事後檢查費），乙方不得另外向甲

方請求其他費用之給付。 

 



第四條 契約內容：除契約條文外，有關本次採購之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

錄、廠商投標文件等一切資料均為本契約之附件。 

 

第五條 契約之變更：本契約內容如有變更，應經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第六條 履約期限之展期：契約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

方，而需展延者，乙方應於事由發生時通知甲方，並

於事由消滅後三日內，檢具事證，以書面向甲方申請

延展履約期限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展延，不計算逾期違

約金。 

（一）不可抗力之事故。 

（二）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三）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四）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五）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六）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第七條 逾期違約金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限完成履約者，每逾 1日，按契約總

價百分之一計罰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以契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為上

限，超過上限時，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第八條 履約管理 

（一）乙方接受甲方或指定人員指示辦理與履約有關之事項前，應先確認該人員

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理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契約約定。乙方接受

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契約約定之指示，不得用以約束甲方或減

少、變更乙方應負之契約責任，甲方亦不對此等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二）契約內容有需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契約內容洩漏予履

約無關之第三人。 

（三）乙方不得將契約轉包，乙方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契約、終

止契約，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四）乙方及分包廠商履約，不得有下列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

來源之履約標的（含履約所用之各項建材、物料）、使用非法車輛或工

具、提供不實證明、非法棄置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五）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

任。 

（六）乙方於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

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甲方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

施。乙方需提供勞工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及責任保險

（Liability Insurance）資料。 

（七）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更換，

乙方不得拒絕。 

（八）乙方需提供設備保固相關資料。 

（九）甲方於設備更換驗收過程中（驗收程序：依據招標公告，經點收數量是否

無誤及測試/抽測，規格是否與契約規定相符）發現履約品質不符合約定

或設備有瑕疵，甲方有權要求乙方於 14日內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

換貨。 

（十）乙方需負責施工過程中所生廢棄物之清運及回復現場原狀，已內含於契約

價金中。 

（十一）設備更換施作材料進場後，於未進行施作、驗收前，如有遺失或毀損、

滅失情形，其責任歸屬在乙方。 

（十二）施工期間，乙方需依據喬治亞州工程施工安全法規，提供安全防範（如

圍籬、防塵、拆除物堆放等）以確保進出人員之安全。 

 

第九條 法律責任 

 

（一）乙方應將所有成本及利潤計算於決標總價內，決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額外費用，未經甲方同意所增加之一切費用及衍生之法律責任，由乙方自

行負責。 

（二）乙方因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甲方所受之損害，應對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因而致甲方對第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於賠償後，得對乙方求

償。 

（三）倘乙方所提出之喬治亞州政府承包商公司執照（Contractor License）、

已投保勞工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及工程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等資料不實，所衍生出任何違反聯邦、州、市及地方政府的

法律、法規及法條時，由乙方無條件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十條 

 

（一）本契約如有未盡事由，得由雙方以書面協議增訂之。 

（二）本契約如有任何疑義，其解釋權於甲方。 

（三）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中華民國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四）本契約正本二份由甲、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授權代表人： 

地    址：5377 New Peachtree Rd., Chamblee, GA 30341 

 

乙    方： 

授權代表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xx 日 
 



                                                             [附件] 

中心整體外牆修繕 (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面與屋頂集水槽整繕規格需求書 

 

一、外牆修繕規格: 

1. 高壓清洗修補外牆裂洞及打膠。 

2. 更換正面與左側屋頂集水槽。 

集水槽的規格:使用 1,Amerimax Products,  White Aluminum 5inch deep,或同

級產品。2, Amerimax Gutter Sealant或同級產品 

3. 檢查左側牆壁漏水原因，檢查屋頂與牆壁空心磚及集水槽之接合面是否有

空隙導致漏水，必須將空隙及釘子洞用防水膠封住。 

4. 修補外牆裂洞，用外牆專用防水膠塗料 

防水膠塗料規格: 使用 Quikrete Hydraulic Water-Stop Cement或同級產品 

5. 油刷外牆油漆，顏色同色(或可選擇) 

整體外牆油漆的規格: Bear Exterior Flat Paint and Primer in One或同級產品 

 

二、其他附帶小修繕規格: 

1.  建築物左側及後面黑色鐵欄杆門重新油漆。 

油漆的規格: 使用 Rust-Oleum Professional Protective Enamel Black Oil-Based 

Interior/Exterior Paint或同級產品 

2.  後面 C倉庫門換門框: 

 門框的規格: 木質框漆 Bear Exterior Flat Paint and Primer in One油漆,或同  

 級產品 

 

三、左側牆壁漏水驗收內容： 

 1. 檢查屋頂與牆壁空心磚及集水槽之接合面是否有空隙導致漏水，必須將空隙

及釘子洞用防水膠封住。               

 2. 檢查集水槽安裝固定是否穩固及頃斜度是否適當。 

3. 集水槽銜接處是否用防水膠密封完整，不漏水。 

 

四、全面牆壁補裂縫及油漆驗收： 

1. 事前清洗是否完全。 

2. 油漆核對標籤,並目視乳膠是否均勻, 無結塊、無凝固物。 

3. 裂縫(洞)修補是否完整，是否使用外牆專用防水膠塗料填補裂縫。 

4. 油漆覆蓋是否完整。 

5. 牆面目視應平整、堅固，不得有空鼓、疏鬆、起砂、起皮現象。 

 



 

 

 

       

 

 

 
 

                

 

 

本公司承包亞特蘭大僑教中心「中心整體外牆修繕(含補裂洞及油漆)及更換正面與屋頂集水

槽採購」案工程，案號：10902701已於民國 109年 08月 XX日驗收合格，自保證自驗收合格

日起保固二年。 

 

本公司保證於保固期間內，本案工程內容若有故障或狀況不良之情形，願負免費檢查並維修

至完好狀態之責。惟屬天災、不可抗力或人為操作不當所造成之損壞，不在本公司保固範

圍。 

 

此致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公司：xxxxxx工程公司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日                    

保固切結書(Letter of Affidavit) 

 
 

Date: 08/xx/2020 

 

 

 

Customer Name: 

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Atlanta 

(亞特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Tel：770-451-4456 

xxxxx工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