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港務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臺北港東 1-1倉庫之海運快遞專區專案服務」招商文件公開閱覽 

廠商意見回覆表 

公告閱覽日期: 109-12-21 ~ 109-12-25 

回覆閱覽日期: 110-01-11 ~ 110-01-15 

公開閱覽廠商意見回覆 

項次 廠商意見 本公司回覆 是否採納

竟見 

1 甄選須知一(招商標的)  

該專區共有二條通關線,取二家業者得標。  

→該專區共有二條通關線,但貴公司視作業狀況,任擇一條通關 專線提

供不超過連續 3.5小時之快遞貨物通關作業,亦即一時段有可能二家得

標業者共用同一通關專線,若另一線只有一家業者辦理通關,即失去通

關專線服務之原意。  

本招標案共二條通關線，得

標業者共二家，每一家在專

案期間各有一條可用。 

契約中規定一個業者一條，

其意為不全固定在同一條通

關線上。 

略 

2 甄選須知三(專案服務內容)、契約書(草案)前言 

專案服務內容限平常工作日下午時段,貴公司視作業狀況,任擇一條通

關專線提供不超過連續 3.5小時之快遞貨物通作業。專案通關限下午

時段,若得標之快遞業者只有上午有貨要辦理通關,即無法真正享有專

線通關之服務。 

本招標案為限定下午時段之

權利。 

但非專案時段服務期間，得

標廠商仍可參與通關，但需

與其他業者一併排班，此時

段之作業重量，不得併計入

標案 60 萬公斤內。 

略 



3 甄選須知十(決標方式)  

(一)本案共二條通關線,得標業者取二家,標價達底價以上,以標價最高

者得標,若標價達底價以上者超過 2 家時,徵詢次高標者,是否願比照最

高標者之標價?若同意則由該業者為第二家得標業者。如不同意將依次

徵詢第三高價者,並依以上原則處理。  

(二)超過底價且標價最高者有 2家以上之標價相同時,由申請人或其代

表人當場重新填報後逕予評比且最多以 3 次為限,評比結果均相同時以

抽籤決定之,申請人未到場或未派代表人者視同放棄比加價權利。 

既然(一)有「徵詢次高標者,是否願比照最高標者之標價」決定得標者

之規定,那麼超過底價且標價最高者有 2 家以上之標價相同時,是否也

應逕由該 2家直接得標,若超過 3家以上再以抽籤方式決定得標者,較

為合理。 

若開標時前二家最高標價者

皆超過底標且二家標價相

同，即由此二家得標，不再

徵詢。若二家之標價不一

致，才會有後續第二家之徵

詢方式。詳如投標須知規定

之決標方式處理。 

是 

4 甄選須知十二 押標金不予發還之情形(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

金。 此規定語意不明確,既然未得標,何以有「押標金轉換為履約 保

證金」之情形發生,文字是否應修正以臻明確。  

本項是說明押標金不發還之

情形，包含得標及未得標情

況。 

否 

5 甄選須知十六 押標金於簽約後完成履約保證金 →完成是否為「轉

成」之誤繕  

文字已修訂。 是 

6 契約書(草案)前言、第二條:專案服務內容  

「專案通關服務」所指為何?得標廠商是否為優先通關權?  

本招標案為限定時段及量值

之專案招標，契約前言第三

段己有具體說明定義。 

略 

7 契約書(草案)第三條:專案服務時間 

乙方非於專案服務時段作業之貨物量不納入固定管理費之數量計算,但

可累積計入變動管理費之數量計算。 依本條規定「乙方非於專案服務

時段作業之貨物量不納入固定管理費之數量計算,但可累積計入變動管

理費之數量計算」,另依本契約草案第五條 1之規定,「乙方專案服務

作業量不足 60 萬(契約草案遺漏”萬”字)公斤者仍以 60 萬公斤計收

1.錯別字已修訂。 

2.單月未達 60 萬公斤之處

理原則仍依契約規定辦理。 

是 



固定管理費」。設若得標廠商當月未達 60 萬公斤,還要加計非於專

案 服務時段作業之變動管理費,對廠商較不公平。 

8 契約書(草案)第八條:雙方承諾事項 

乙方應確實依據政府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及作業辦法辦理。法

「今」應為法「令」之誤繕。 

錯別字已修訂。 是 

9 契約書(草案)第九條:違約及終止 

若乙方未依據政府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及作業辦法辦理,若乙 方未

依據政府主管機關相關法今規定及作業辦法辦理,如涉嚴重 違法或商

業爭議視為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法「今」應為法「令」之誤繕。另如涉嚴重違法或商業爭議視 為違

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而商業爭議未 說明是甲乙

雙方還是與第三方之爭議,且商業爭議為民事糾紛,在事實未經法院釐

清前,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沒入履約保 證金對乙方顯不公平。且本條

對甲方違約之情形未見規範,是 否應增列「甲方非因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而終止本契約時,甲 方應賠償乙方相當於履約保證金金額之違約

金」,以臻公平。  

1. 錯別字已改正。 

2. 終止契約及没入保證金

之規定仍依契約所訂，

未來雙方有爭議，本諸

誠信原則協商。 

是 

10 延長公開閱覽時間  

公開閱覽時間過於短促,強烈要求可以延長時間,以便雙方可以有更充

足的時間進行此專案服 務的相關評估作業。 

本案公開閱覽期間五天，參

酌相關案例，業已足夠，恕

不再延長。 

否 

11 專線時段要為一整天一條線作業 在台北港現場從事海運快遞通關業務

的相關業者都有經驗,通關過程中無法準確的切換時間段,通關流程是

一櫃(或是一主單)通關結案,依照招商文件是切工作日下午時段 3.5

小時進行 專案服務,一定會產生上午的通關貨物佔用到下午的專線服

務時段,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規劃; 我司建議一條通關線一個專案服務,

這樣才符合現場作業流程,不論業者的貨櫃是台北港之外 的港口(外港

櫃)過來的櫃子還是台北港的櫃子,通關時間的安排應由業者自行負責

本公司需考量專區整體營運

管理、現場通關秩序順暢及

配合主管機關的規定，故通

關順序之安排，仍必需由本

公司主導。 

否 



及安排,比 較符合公平原則。 

12 申請人資格要限制海運快遞業者資質  

海關公布的「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法規已經明確規範海運快遞業者

的資格及通關管理辦而海運快遞專區的特殊性就是只有海運快遞業者才

能入區執行海運快遞通關作業,招商條件不限制申請人資格,必會發生得

標者再轉租的現象,假設一個貿易公司取得專線,若他有海運快業務他也

得轉委託海運快遞業者進行海運快遞相關業務,更甚者是有心 

得標後再轉租給其他業者,這樣完全失去這個專項服務的意義。 

廠商資格已酌予修訂，並於

正式招標公告。 

是 

13 要公開透明 60 萬公斤的計算方式及變動服務費計價方式 

「臺北港東 1-1 倉庫之海運快遞專區專案服務公開招商徵選須知」、 

「海運快遞貨物專區 專案服 務契約書(草案)2份文件,皆無在該兩份 

公開文件提到 60 萬公斤固定管理費的計價標準及「甲方牌告價目表」 

,根本無法得知文件中所提「變動管理費」之計算基準;以上兩個重要的計 

價基準應該公開透明的標示在招標書中,讓有意向進行投標的業者有所依

據進行評估。 

1. 依本公司之原則處理，

正式招標文件會明示。 

2. 本公司 60萬公斤之設定

基礎，係以本公司前一

年度之實際營運量值為

基礎(每日下午每條專線

約可處理 3萬公斤 X 平

均每月平均工作日 20.5

天)。 

是 

14 要增加海運快遞件要有多國通關的貨量為遴選條件  

目前台北港的海運快遞 100%是進口的貨物,並且 99%以上,  

是中國大陸貨物,包含香港、廣州、 廈門、平潭及溫州等地,已經過度 

依賴中國大陸,臺灣港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為官股公司成  

員,作為產業表率,擔負有引領海運產業升級,帶動海運快遞專區、海運 

快遞業者前進,引領 接軌國際的重要責任,二條海運快遞通關專線是國 

本案依目前營運狀況仍依原

招標須知辦理。 

爾後年度招標再視情況檢

討。 

否 



家資產,更應該重視實現國家目標-亞太營, 運中心的建設,所以得標條 

件應該適時加上其他國家進出口的貨物來源,例如日、韓、歐、美 等 

國家,才不會衍生偏袒對岸的異常言論。 

15 要限定台灣出口的貨量比例作為遴選條件  

如前述目前台北港的海運快遞 100%是進口的貨物,對於國家經濟提升 

及税收沒有幫助,而且 目前的海運快遞進口貨物有打擊到正式貿易的 

疑慮,也造成進出口嚴重失衡,臺灣港務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應該適時的 

利用這兩條海運快遞專線導正海運快遞出口業務,為國家稅收及企業出 

口進一份心力,所以適時的增加台灣海運快遞出口的貨量比例作為遴選 

條件是必要的,建議可以設定總質量的一定比例做為基礎條件。 

本案依目前營運狀況仍依原

招標須知辦理。 

爾後年度招標再視情況檢

討。 

否 

16 要增加合約解除之規範及條件  

現今在台北港海運快遞通關的部分業者,通關的貨物不時有謊報通關、 

通關資料不符、高價低 報躲税收等現象,甚至有部分業者有走私的情 

況,臺灣港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為官股公司,有 責任及義務為國家把關 

國家安全及提升國際形象,但是在專案服務契約中並沒有明訂當得標業 

者嚴重違反法規或是損壞國家利益時,可以單方解除合約的條款,建議 

應該適時加上合約解除 之條款,例如被海關查緝判定走私屬實並且情 

節重大者,臺灣港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得以解除 專案服務,重新招標, 

藉以維護臺灣港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本身之利益及維護國家安全。 

契約第九條已有規定，倘業

者未遵守法令，本公司有權

終止契約。 

 

 

是 

17 專案服務期限應延長至 3年 

國際型的電商平台已經計畫進駐台灣,有相關跨境電商物流業者已經 

進行接洽,要為其提供海運快遞服務,此國際型合作都是 3~5 年的長期 

合作專案,若是臺北港東 1-1 倉庫之海運快遞專區專案服務只有 1年 

的合約期限,將會影響國際型電商平台的合作意願,而引進國際型的電 

商 平台進駐台灣台北港,是一個標竿性象徵,能向全球展現台灣的國際 

能力。 

因市場變化大，本案仍依 

原招標須知辦理。 

爾後年度招標再視情況檢

討。 

否 



18 1. 貴司身為官股投資之公司,應擔負引領台灣港口產業升級, 進而帶動 

海運快遞專區發展之重要責任。但據「臺北港東 1-1 倉庫之海運快 

遞專區專案服務公開招商徵選須知」與「海運 快遞貨物專區 專案 

服務契約書(草案)公開文件內容所述, 本次招標得標之海運快遞貨物

專區服務業者,其操作時段僅 「平常工作日下午時段進行 3.5小時的

貨物通關作業」,該 作業採時段區分,其做法反而容易導致得標業者在

通關作業 上與其他業者間之紛爭。  

2. 另外「臺北港東 1-1 倉庫之海運快遞專區專案服務公開招商 徵選 

須知」與「海運快遞貨物專區 專案服務契約書(草案) 公開文件內容

中所提及之固定費用及變動管理費相關問題如下:  

(1)上述文件提及以每月 60 萬公斤向得標業者收取固定管理費,但並未 

說明 60 萬公斤作業量如何計算?應明確說明 讓投標業者有所適從。  

(2)有關「變動管理費」收費基準雖有提及,但卻無「甲方牌告價目表」可

供參考,讓投標廠商無從評估。 

(3)上述公告亦未提及「投標截止時間」,容易讓投標廠商錯失投標作 

業時效。  

第一項: 

依本公司原則處理。 

第二項: 

1. 本公司 60萬公斤之設定

基礎，係以本公司前一

年度之實際營運量值為

基礎(每日下午每條專線

約可處理 3萬公斤 X 平

均每月平均工作日 20.5

天)計算所得。 

2. 標案相關費用及期間，

正式招標文件會明示。 

3. 投標截止時間在正式招

標公告時會一併公告。 

否 

19 由於上述貴司公告內容有諸多疑義,且貴司執行二年多來造成許多業者 

間之紛爭,因此本司建議貴司其招標案應採全部開放委由一家具有實務 

經驗與經營能力的得標廠商從事上述兩條 海運快遞專線之操作,亦可 

保障 貴司之營利與維護公共平台之 特性,讓海運快遞專區兩條通關作 

業專線發揮最佳效益,無任感荷。 

基於本公司營運之考量，本

案仍依原招標規範辦理。 

否 

20 現況半天專營已運作不順暢,如仍採半天專營方案,勢必更加 混亂,將造 

成得標業者營運收入欠佳。另外,現況台灣港務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前端拆櫃勞務等係全數外包且無法 有效管理,若得標業者申請晚上 

及周六加班,尚且需台灣港務 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及現場外包勞 

務人員的配合,若其無法配合加班將導致無法運作,如何保障承租業者的 

基於本公司營運之考量，本

案仍依原招標規範辦理。 

否 



權益?建議應採全天專營方式,現場人事勞務等悉數由得標業者負責派遣及

統一管理,台灣港務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僅單純收收取租金。  

21 第 1及 2 條專線現場有高額的設備投資建置,為確保得標廠商日後履約 

能力,應要求應標廠商登記及實收資本額須達新台 幣 3000 萬元以上。 

經參酌現有業者之情形，仍

依原招標須知辦理。 

否 

22 若現場人事勞務等悉由得標業者負責派遣及統一管理,台灣港務國際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並未提供額外之服務與得標業者,得標業者經努力運營 

讓貨物通關作業量增加,此係得標業者之經營成果,台灣港務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不應另抽取利潤,建議不應設限得標業者作業量(如 60 萬公

斤),且另收取變動管理費。 

考量公司營運規劃，仍依原

招標須知辦理。。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