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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事件遺址清查委託研究計畫－第一區」勞務採購案 

招標需求說明書 

壹、計畫緣起 

在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大力協助之下，民國 100年 2月 28日臺灣第一座國家

級人權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正式開館營運，館內除常態展外，餘展覽空

間則定期辦理二二八事件相關歷史研究或人權教育相關之主題特展。本次規畫，

期望透過二二八相關史蹟點調查（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彙整）

進行史料蒐整彙集為研究報告，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

群融合，以符政府成立二二八基金會之立法精神及設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歷

史任務。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國民政府進行全臺武力鎮壓及整肅，各地遍佈著

當年秘密逮捕、羈押、刑求及槍殺埋葬的場所，估計目前全臺灣約有數十處至

上百處不等。這些場所［二二八相關遺址：包括建地、建物及地景（即指與二

二八事件相關之地緣關係）］是臺灣人權發展史上的重要歷史現場，造成國家暴

力侵害的集體創傷。許多歷史現場因為時間的演進或都市的發展而逐漸被淹沒

或遺忘，如天馬茶坊、二丁目派出所、專賣局臺北分局、南門專賣局總局、南

港大橋、基隆港、八堵車站、宜蘭頭城媽祖廟、嘉義市劉厝里、高雄要塞司令

部、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高雄市第一中學…等，這些處所之使用單位多

所更迭，但做為見證臺灣人權史發展之創傷場域，卻有其重要地位。本機關擬

透過深入調查，清查現有「二二八事件遺址」數量及位置，讓臺灣民眾進一步

認識及瞭解生活周遭之過去歷史面貌，藉以銘記歷史教訓。 

此外，政府推動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業於民國 106年 12月 5日於立法

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亦於隔年 5 月 31 日揭牌運作，將為促進

轉型正義，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就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不法行為與結果，以還原其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等轉型正義之相關處理事

宜。而身為經營人權紀念館之二二八基金會，亦將配合政府轉型任務，戮力推

動相關轉型正義政策及人權教育推廣。 

為呼應政府針對轉型正義之「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任務項目，

本機關籌策二二八事件遺址清查研究計畫，進行相關機構及地點調查，讓國人

瞭解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地緣關係以及具體地點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史蹟價值，

藉以建立二二八相關人權地圖，繼而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一者讓臺灣人民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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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找尋歷史，重建二二八時空記憶；二者讓受難者暨家屬於精神上得以獲得安

慰；三者可作為本機關推動人權教育之一環。 

本計畫將就臺北市、臺北縣（新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

縣等執行二二八相關之遺址清查，前揭所列縣市總稱為「第一區」。 

貳、經費需求： 

本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872,727整（含稅）   

縣市 預估執行期間 履約標的 

臺北市、臺北縣（新北

市）、新竹縣市、桃園

市、基隆市、宜蘭縣等 

107.08.01-108.07.31

（共計 12個月） 

本機關提供 49 個史蹟點

供參，廠商至少須交付及

完成 50-60個史蹟點。 

參、執行期程及工作事項 

呼應政府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本機關計畫清查第一區二二八相關史

蹟點，將實地調查研究、蒐集整合現況基礎資料、遺址地圖設計等研究調查，

清查完成後彙集成報告書。 
 

一、本案執行時程：自決標次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二、本案每期交付工作事項如下： 

分期 項目 執行時程 執行內容 

第一期 工作計畫書 10 份 1、自決標次日起 60

個日曆天內提送

至本機關進行審

查。 

2、經本機關審查並提

具修正意見擲回

次日起 14 個日曆

天內，應檢送修正

後工作計畫書至

本機關複審。 

本期交付工作計畫書內

容：工作內容說明、預定

工作時程、執行方式、預

定調查地點（依據檔案及

史料擬定清查標的及清

查順位，並經審查委員審

定後方展開清查作業）、

預期成果及各階段時程

管制表及預計訪談名單

等內容。 

第二期 期中報告書 10 份 1、107 年 12 月 10 日

前提送至本機關

進行審查。 

2、經本機關審查並提

具修正意見擲回

1、本期交付工作計畫書

內容：相關地點研究

調查報告、現況基礎

資料、地圖標示設計

及現地解說牌初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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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項目 執行時程 執行內容 

次日起 10 個日曆

天內，應檢送修正

後工作計畫書至

本機關複審。 

內容。 

2、本期交付報告書內容

字數以 5 萬字為原

則。 

第三期 期末報告書 10 份 1、108 年 4 月 30 日前

提送至本機關進行

審查。 

2、經本機關審查並提

具修正意見擲回次

日起 14 個日曆天

內，應檢送修正後

工作計畫書至本機

關複審。 

1、本期交付工作計畫書

內容：相關地點研究

調查報告、現況基礎

資料、地圖標示設計

及現地解說牌完稿等

內容。 

2、本期交付報告書內容

字數以 10 萬字為原

則。 

第四期 成果報告書以及

報告書完整檔案

與相關資料等 1 式

20 份  

1、108 年 7 月 31 日前

提送至本機關進行

審查。 

2、經本機關審查並提

具修正意見擲回次

日起 14 個日曆天

內，應檢送修正後

工作計畫書至本機

關複審。 

本期須交付成果報告書

（以 10萬字數為則）1 式

20 份，以及報告書完整檔

案與相關資料（WORD、

PDF 等原始編輯圖檔、照

片、錄音原始檔案等）光

碟片 1 式 20 份、相關同

意書及授權書等結案相

關資料。 
 

肆、履約內容說明：  

本計畫案將調查第一區二二八時期之受難者遭殺害、羈押、逮捕或爆發衝

突之地點以及地緣關係。本案將提供 49個史蹟點供參。本案招標文件所提供之

「二二八事件遺址-第一區 參考清單」僅供參考，不以表列之地點為限，承商

應依據檔案及史料擬定清查標的及清查順位，經審查委員審定後方展開清查作

業（廠商至少須交付及完成 50-60個史蹟點）。調查內容需求為蒐集整合二二八

時期遭殺害、羈押、逮捕或爆發衝突相關機關拘留地點及相關檔案文獻等資料，

以進行空間重建及時間釐清之比對、校正之彙整報告，並將二二八發生之空間

區域（受難地區全貌）標示清楚： 

一、蒐整與二二八事件遺址、與地景清查之文獻檔案及口述歷史訪談等資

料，並編目造冊。 

二、各史蹟點今昔照片疊圖，照片依版面計算字數，惟照片以不超過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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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0%為限。 

三、有關二二八遺址及地景之二二八事件田野調查報告，每景點字數以

500-1,000字為原則。 

四、二二八人權地圖： 

1、依前揭現況基礎等資料分類整理及地圖標示。 

2、製作「現地解說牌」內容及「掃描檔」（QR Code），以供本機關未來

之應用，字數約 100-500字數（含照片）。 

3、導覽解說流程與時間分配之建議。 

伍、其他規定 

一、因本案完成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機關所有，當侵害第三人合法

權益時，應依著作權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由得標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

一切法律責任。 

二、計畫主持人應確實參與計畫之執行，並親自出席本機關召開之各階段

審查會議；計畫主持人如未實際參與計畫之執行，經查證屬實，本機

關得終止契約之執行。 

三、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設計、技術等均未違法使用

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權時，投標廠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

涉。 

四、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與本

機關無涉。 

五、保密約定： 

  得標廠商同意因參與本專案而知悉或持有本機關之檔案機密及其他機

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得標廠商不得以任何方法洩漏或公開予其他

第三人，亦不得為自己或其他人之利益，使用該資訊。得標廠商違反

本契約之約定者，本機關有權立即終止本契約，若本機關受有損害時，

本機關並得向得標廠商請求損害賠償。得標廠商員工之違約行為，亦

視為得標廠商之違約。 

六、本案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採購標的交付本機關前所生之稅捐、保險及規費均含於標價內。 

二、雙方對工作項目內容所達成之共識，廠商須將之納入工作計畫書中，

並列為本案委託契約書之附件，如涉及履約項目之增減，雙方應依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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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規定辦理變更。 

三、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柒、詳細價目編列參考表  

請投標廠商依下列詳細價目表進行經費編列，主要項次下各子項目僅供投

標廠商編列經費參考，廠商得各依設計及規畫方式自行增、減子項目編列詳細

價目表。 

項次 項目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07年度（契約價金 50%）  

1、用人費用  

1-1 
專案計畫

主持人 

本專案計畫主持人，進行

統籌等事宜 
     

1-2 
研 究 ( 兼

任)助理 

進行全臺各地(含離島地

區)史蹟點調查與資料整

理 

     

 小計       

2、服務費用  

2-1 
受訪人諮

詢費 
受訪人諮詢費用      

2-2 審查費 委請專人審查資料      

2-3 
資料蒐集

費 

相關人權地點與口訪資

料蒐集等相關費用 
     

2-4 印製費 
各提案報告書、地圖初稿打

樣版印刷及影印等印製 
     

2-6 
受訪人諮

詢費 
受訪人諮詢費用      

2-7 授權費 
相關照片、圖片等授權費

用 
     

2-8 住宿費 
工作人員因執行業務衍

生之住宿費用 
     

2-9 交通費 
工作人員因執行業務衍

生之交通費用 
     

2-10 雜支 

勞、健保補充保費、文

具、光碟片、移動式硬

碟、郵資、攝影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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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小計       

3、行政管理費  

3-1 
行政管理

費 

各項行政開銷等支出 

 
     

 小計       

（107）  總計     (含稅)  
 

108年度（契約價金 50%）  

1、用人費用  

1-1 
專案計畫

主持人 

本專案計畫主持人，進行

統籌等事宜 
     

1-2 
研 究 ( 兼

任)助理 

進行全臺各地(含離島地

區)史蹟點調查與資料整

理 

     

 小計       

2、服務費用  

2-1 
受訪人諮

詢費 
受訪人諮詢費用      

2-2 審查費 委請專人審查資料      

2-3 
資料蒐集

費 

相關人權地點與口訪資

料蒐集等相關費用 
     

2-4 印製費 

各提案報告書、成果報告

書、地圖打樣印刷及影印

等印製 

     

2-5 設計費 地圖樣版設計、排版等      

2-6 
受訪人諮

詢費 
受訪人諮詢費用      

2-7 授權費 
相關照片、圖片等授權費

用 
     

2-8 住宿費 
工作人員因執行業務衍

生之住宿費用 
     

2-9 交通費 
工作人員因執行業務衍

生之交通費用 
     

2-10 雜支 勞、健保補充保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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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具、光碟片、移動式硬

碟、郵資、攝影照片等 

 小計       

3、行政管理費  

3-1 
行政管理

費 

各項行政開銷等支出 

 
     

 小計       

（108）  總計     (含稅)  

總經費      （含稅）  

捌、本案如有任何疑義，請與本機關第二處承辦人賴亮竹聯繫，電話：（02）

2332-6228轉分機 141，本機關地址：10066臺北市南海路 5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