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 

公開徵選 B 案：室內平面作品簡章 

壹、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九條暨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貳、主辦單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承辦單位：蔚龍藝術有限公司 

參、設置理念： 

一、 設置主題以表現桃園地區之人文地理風情、展現桃園地區文化或機關特色為優

先。 
二、 公共藝術設置位置及作品型式。 

 
設置 
地點 

作品 
類型 

尺寸 
每件作品經費 

本 辦 公

大 樓 內

公 共 空

間牆面 

平面藝

術創作 

(1) 畫作最大尺寸以 670X270 公分為現有

牆面最大的尺寸為限。每幅尺寸 

72.5X60.5(cm) 以上，建議需加框。 

(2) 主要徵選油畫、水彩、膠彩、水墨、書

法及複合媒材等作品。 

(3) 每位藝術家至多繳交 5 件作品參選。 

2 件 20 萬(含框) 
8 件 10 萬(含框) 
40 件 4 萬(含框) 

肆、公共藝術設置預算及工期 

一、 經費預算均以新臺幣為準，全案採公告固定服務費用方式招標。(每件作品預

算請詳上表) 
二、 每件（組）創作方案總預算包括從製作到作品(含框)完成驗收及保固的所有費

用。 

伍、參選藝術創作者或團體資格條件 
一、 從事藝術創作之自然人或工作小組、工作室等團體或公司皆可參加本徵選。

凡以工作小組、工作室等團體型態或公司型態參加者，應指派一授權代表人

申請。 
二、 每位藝術家至多繳交 5 件作品參選。 

陸、公開徵選方式 

一、初選繳交內容： 

參與徵選之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應繳交報名表乙份、創作說明一式 10 份。 

（一）報名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創作說明。 



（三） 作品照片：4X6吋，全景一式 10張，細部至多 2種角度，各為乙式 10

張。 

（四） 作品圖片電子檔：高畫質 600 萬畫數以上，檔案大小為 2MB以上，檔

案類型為 jpg或 tif 檔。以上檔案請燒錄成光碟，並連同作品照片一

併寄達主辦單位。 

（五） 送件方式 

1. 初選以照片、數位檔審核，圖像務請清晰。 

2. 專人遞送或掛號郵寄均可，105年 6 月 2 日 17時截止收件，逾時恕不

受理（注意：不以郵戳為憑，請自行考量郵寄時程）。 

3. 郵寄地址：桃園市法治路 1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收發室收) 

（1）主辦單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人：黃凡刃 

聯絡電話：03-3370737 分機 450 

電子信箱：fjh343@mail.moj.gov.tw 

（2）承辦單位：蔚龍藝術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玟君 
聯絡電話：(02)7730-8830分機 2026 

電子信箱：ween@bluedragon.com.tw 

二、決選繳交內容 

入圍決選者需於接獲參加決選通知後請於通知時限內，將以下決選送件資料送

達主辦單位，逾時概不受理，應繳交決選平面作品原作乙式乙份。 

（一）平面作品原作： 

1. 通過初選者，由主辦單位通知藝術家於指定日期親送原件至本署並填寫簽

收單。未 於指定日期送達作品者，視為自動棄權。 
2. 參賽期間至通知退件時限內，承辦單位將依參加類別金額投保。 
3. 退件方式，依主辦單位公告於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上並以郵寄(採掛號方

式)書面通知起算20日內，親自領回。 

（二）送件方式 

1. 專人遞送，逾時恕不受理（注意：不以郵戳為憑，請自行考量郵寄時程）。 
2. 郵寄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桃園地檢署收文室 

（1）主辦單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人：黃凡刃書記官 

聯絡電話：03-3370737 分機 450 

電子信箱：fjh343@mail.moj.gov.tw 

（2）承辦單位：蔚龍藝術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玟君 

聯絡電話：(02)7730-8830分機 2026 

電子信箱：ween@bluedrag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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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現勘說明會： 
一、 時間：訂於 105 年 4 月 19 日 2 時辦理，逾時不候。 
二、 地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898號) 

三、 聯絡人及電話：黃凡刃書記官；聯絡電話：03-3370737 分機 450 

電子信箱：fjh343@mail.moj.gov.tw 

蔚龍藝術：陳玟君；聯絡電話：02-77308830 分機 2026 

電子信箱：ween@bluedragon.com.tw 

 

捌、徵選辦法 

一、 徵選小組組成及運作：  

(一)主辦單位將邀聘相關專業人士組成徵選小組。 

(二)召開徵選小組會議及進行評審時，徵選小組委員需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三)作品設置位置將經由本案執行小組確認後掛置。 

二、 初選會議： 

本案採兩階段之徵選方式進行，初選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各組決選入圍件數

分別為20萬至多選出8件、10萬至多選出16件、4萬至多選出60件。 

(一)徵選標準及比例：創意表現與主題內容(建議比重100%) 

(二)初選採勾選方式。由徵選小組各委員依據初選徵選項目整體考量，徵選委員

須勾選數組最佳之藝術家(團隊）。統計所有徵選委員之勾選票數後，依據獲

得總票數之多寡，將參選之藝術家(團隊）排序，選出獲得勾選總票數最多的

前3組藝術家(團隊），進入決選。如有兩個參選藝術家(團隊）獲得勾選票數

相同者，將請徵選小組再以第二輪勾選決定其優先順序。 

(三)如勾選票數未達二分之一以上(含)出席徵選小組委員數，不得作為進入決選

之對象。 

(四)所有作品若未達本案徵選目標，經徵選小組會議決議得從缺。 

(五)徵選結果由主辦單位以書面通知入圍決選者繳交決選作品資料。 

三、 決選會議： 

(一) 徵選標準及比例： 

1. 創意表現與主題內容(建議比重 70%)。 

2. 興辦機關同仁票選結果(建議比重 30%)。 

(二) 本案以總分轉序位法方式進行。徵選小組依總分轉序位法決定名次，徵選

項目滿分總計為100分，每位委員給分範圍原則上須於70〜90分之間，大

於或小於該範圍者需述明理由。 

(三) 每位徵選小組成員就各徵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換為

序位（分數最高者，給與「1」之序位；次高者，給與「2」之序位，以此

類推），依次合計所有成員之序位總數最低且經出席徵選成員過半數同意

者即入選，取得優先議價權。若總序位相同時，需請委員就序位相同作品

進行討論或重新評分，以選出最優者。若於最後得分仍相同，則以抽籤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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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員評分分數平均後達70分為及格，如經二分之一以上(含)出席徵選小組

評分分數不及格之創作者，不得作為決標之對象。 

(五) 本徵選過程全程錄音。 

(六) 徵選結果由主辦單位以郵寄（採掛號方式）書面通知。 

(七) 徵選結果將由主辦單位公佈，並以書面通知各得獎者。參選者應尊重徵選

小組之決定，對徵選結果不得異議。 

玖、名次相關規定： 
一、20萬至多入選2件、10萬至多入選8件、4萬至多入選40件。備選作品各5件。 
二、獲入選者因故未能簽約履行製作義務時，應放棄製作設置權，主辦單位有權決

定是否依候補順位遞補。 
三、徵選小組若認為作品皆未達徵選標準，首獎作品得從缺。所有參選藝術家（團

隊）對初、決選之所有結果，都不得有任何異議。 

壹拾、鑑價會議 
一、 由主辦單位邀請本案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專業類成員組成，於徵選小組會議結

束後召開，獲選之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應列席說明。 

一、會議日期及地點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 

二、審核項目包括材質、數量、尺寸等。 

三、本採購案鑑價金額即為契約總價，辦理議價時無須議減價格，僅進行議約程

序。 

四、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需於作品附近適當位置裝設永久性之作品說明牌，說明牌之

作者姓名以報名表所列為限。說明牌之樣式設計及位置應與公共藝術設置作品

及其環境配合，考量整體之藝術性，並非單一制式說明牌設計，其內容須以中

英文並陳，建議順序如下： 

（一） 作者 Artist。 

（二） 作品名稱 Title。 

（三） 年份 Year。 

（四） 材質 Medium。 

（五） 尺寸（公分） Dimensions（cm）（尺寸標示順序為：高、長、寬(厚)、直

徑或面積 m2）。 

（六） 作品說明 Artist’s Interpretation（其中說明以 200 字為限，如作品為

多件組合，須有副說明牌，其內容為副名稱或及尺寸）。 

（七） 管理維護單位 Maintenance 或 Responsible Office 。 

有關作品說明牌內容之英譯工作應委請英文專業人士負責，主辦單位將於徵選

完成後，提送徵選結果報告書時一併提送。 

 

壹拾壹、公共藝術保固、維護與設置年限 
一、公共藝術設置驗收日次日起，保固年限1年。 
二、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將列入財產管理，五年內不予以移置或拆除。但該公共藝術

作品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提送臺北

是公共藝術審議會通過者，不在此限，藝術創作者不得提出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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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拾迴避條款 
一、本案之執行小組、徵選小組成員不得參與個案之投標工作。 
二、本案之承辦單位、顧問、秘書不得參與個案之投標工作。 
三、如有上列情形經檢舉屬實者，取消獲選資格。 

壹拾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對簡章內容如有疑義，應以書面向主辦單位請求釋疑之期

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 1 日者，以 1 日計，

但不少於 10 日。另主辦單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

前 1 日答復。 
二、 截止收件日或為辦公日，而該日有縣市因故停止辦公，以其次一辦公日之同

一截止收件時間代之。 
三、 本案執行小組或徵選小組對獲選者所提創作方案設計圖說及計畫內容有修改

建議權，獲選者應配合修正。 
四、 獲設置權之作品，由主辦單位依照規定，送桃園市公共藝術審議會核備後與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議價、簽約，並應於委託契約期限內完成全部作品。 
五、 徵選結果報告書經審議機關核定，倘有修正意見，獲選者應配合修正。 
六、 藝術創作者或團體應依興辦機關所通知日期完成議價、簽約程序，若無故不

依時限簽約者，則以棄權論。 
七、 獲選者其所提成果報告之著作所有權屬興辦機關所有。 
八、 獲選者所提設置企畫書相關內容，若有以下情形之一，經檢舉查證屬實者，

得由本案執行小組決議，撤銷資格及終止一切合約委託關係，對已領取之獎

金，則予以追回。 
（一）抄襲或臨摹他人者。 
（二）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著作權不明者。 

（三）不符合本簡章之規定者。 
九、 獲選者應保證所提公共藝術未曾於其他公共空間設置，日後亦不得易地複

製。 
十、 興辦機關對於獲選者送件內容之相關資料，擁有非營利性研究、攝影、宣傳、

印刷、圖片刊登、公開展覽及播送之權利。 
十一、本簡章如有其他未盡事宜，興辦機關得另行以書面補充通知之。 
十二、凡參與本案之藝術創作者或團體，視同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事項。 

拾肆、附件 

一、公開徵選報名表（附件一） 
二、委託代理授權書(附件二) 
三、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附件三） 
四、基地現況分析（附件四） 
五、契約草案（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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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 

公開徵選 B 案：室內平面作品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投件類別 

□每件 20 萬元  □每件 10 萬元  □每件 4 萬元 

說明：(1)請注意一件作品需填一張報名表，送二件以上作品需

分開填寫報名表(意即需分別投標)。(2)至多繳交 5 件作品參選。 
作品名稱 
(中英文) 

 

創作者姓名 
(或團隊名稱) 

 創作年代  

作品類型 
□油畫 □水彩 □膠彩 □水墨 □書法 □複合媒材 

 (請擇一勾選) 

尺寸 
 材質 

(中英文) 

 

授權代表人 
(團隊者方需填寫)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或手機號碼) 

 連絡傳真  

聯絡地址  

e-mail  

最高學歷 
及畢業科系 

 專長  

創作理念 
(中英文.限 200 字

內) 

 
 

茲保證遵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公開徵選 B
案：室內平面作品簡章」之各項規定，同時證明提送資料皆正確無誤，且同意將此

作品提供本公共藝術設置案非營利之相關攝影、宣傳、印刷、公開展覽及公開播送

之用途。 
此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授權代表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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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 
公開徵選 B 案：室內平面作品投標及委託代理授權書 

1. 茲                                                      (廠商名稱)  

設址於                                                     (廠商地址) 

為投標承建(案名)，特指定                          先生/女士（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身份證字號：                      ）為被授權代表人處理

「開標、簡報、議價或決標」事務。 

2. 本授權書賦予                                     先生/女士全權處理上述

指定授權範圍內之一切事宜。 

3.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                                                                  

被授權代表人：                                                          

 

 

 

 

 

 

PS:代理出席者，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投標廠商印信 

負責人章 

職稱                      姓名                     蓋章 

職稱                   姓名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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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 
【桃園市】 

桃園縣於民國 103年 12 月 25 日升格為直轄市，成為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第六都」。

桃園區為臺灣桃園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桃園市的首善之區，與八德區、蘆竹區、龜山

區、中壢區、新北市鶯歌區相鄰。桃園市面積為 34.8046 平方公里，人口數為 41.4

萬人，人口密度大約是 11,902人/平方公里，也是桃園中壢都會區的核心都市之一。

桃園區亦是桃園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區域之一。 

 

(一) 基地環境 

1. 基地現況--自然地理、人文歷史、文化產業與重大建設 

(1) 自然地理 

桃園地區大部分是連綿不斷的丘嶺台地，因應早期農田灌溉之需，境內人工埤

塘星羅棋佈，曾高達 8千多座，贏得「千塘鄉」之稱。桃園區主要位於桃園台

地上，東北部與龜山區交界處的鳳岩山、虎頭山、龜崙山一帶則屬於地勢更高

的林口台地邊緣。南崁溪以南南東－北北西流向貫穿東北部地區，為桃園市河

川，也是桃園區最重要的河川。 

於一、二、三月時，由於強烈大陸冷氣團的來襲所形成的數波寒流影響，因而

潛在著寒害的風險，常有數天的低溫比全台平地的月均溫最低的新北市淡水區

還要低 1 至 3度不等。 

 (2)人文歷史 

I. 「桃仔園」的由來 

為今桃園文昌、文化、民生、北門、武陵、

長美等里，為桃園區主要商業區；乾隆初

葉，客籍墾首薛啟隆所墾，初稱「虎茅庄」，

係茅草密地之意。雍正 4 年（西元 1726）

首有漳浦人藍勇、藍宗者入墾於此。乾隆

30年（西元 1765）前後，因閩粵籍移民至

此與龜崙社平埔族交易日盛，而形成草茅店舖街，乾隆年間有薛啟隆者從斗

六北上，拓墾龜山、八德間之土地，區內遍植桃樹。因開花季節紅雲搖曳，

被譽稱為「桃仔園」或「桃園」。乾隆 39 年續修臺灣府志上已載有「桃仔園

莊」。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改稱「園街」，劃歸新竹州桃園郡管轄。 

 

 

II.人口發展 

桃園市歷年來人口成長快速，1970 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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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十萬人，1971 年 4 月 21 日改制為「桃園市」。而 1984 年人口突破 20

萬，1998年達到 30 萬人，2009 年 10 月突破 40 萬人。舊稱「桃仔園」的桃

園，早期遍植桃樹，桃花朵朵盛開時節，粉紅似錦因而得名，惟如今桃樹已

不多見。近年來因經貿蓬勃，昔日的魚米之鄉，蛻變為工商、生活大縣，也

因年輕人口的陸續進駐，本市成為平均年齡最年輕的城市。 

 

III.桃園市特色產業分析 

桃園市素有「草花王國」之稱，草花年產量約 2000 萬盆以上，產量佔全國

的六成五，年產值 3 億元以上。此乃由於本市鄰近草花最大市場台北市，運

輸成本較低。在花農們不斷技術創新下，本縣草花競爭力越來越強，花農們

於達到生產規模後，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

在良性循環中造就了桃園的草花王國。 

 

桃園市共有 47 個主要草花生產場，草花種植

面積約 120 公頃，每年生產的草花經濟規模

估計具 3 億元以上的年產值。生產場多分佈

在桃園區、蘆竹區、大園區等地，聖誕紅則

以龜山區、觀音區較多。草花品種以秋海棠、

鳳仙花、一串紅、矮牽牛、孔雀菊、日日春、

雞冠花、五彩石竹、銀葉菊、美女櫻等品種

最受市場(主要為台北市)青睞。 

 

 

IV. 史蹟 

【蓮座山觀音寺】 

觀音菩薩是佛教中極重要的神明，又名觀音

媽、觀世音菩薩。據法華經普門品所載，觀

音三十三現身，又化身不一，因此其造型樣貌各有差異，據傳觀世音之父為

妙莊王，母為寶德后，其姊為妙音、妙之，

觀世音排老三，名為妙善，為拯救天下蒼生

而降世於東海菩陀落迦山，轉往中原普渡眾

生。蓮座山獨峙於大漢溪中，其形勢猶如蓮

花出水，因而得名。 

 

【李騰芳古宅（李舉人古厝）】 

月眉李家祖籍福建韶安，先祖約於清雍正年間到臺灣，輾轉遷入大溪月眉。騰芳的

父親李炳生以經商為業，因為附近山區的茶葉、米、樟腦等高經濟作物均以大溪為

集散地，加上月眉盛產稻米，以米業起家的李炳生也就逐漸成為大溪的富紳。李宅

興建於 1860（咸豐 10）年，騰芳由附生准報捐貢生後，為顯示科場得意之喜而建。

其建築範圍相當大，主建築的規模為兩落四護龍，形勢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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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景福宮】 

景福宮是位於臺灣桃園市桃園區的一座廟宇，主

祀開漳聖王，配祀玄壇真君、觀音佛祖、天上聖

母、瑤池金母、註生娘娘等神佛。地方習稱大廟、

桃園大廟等，為桃園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並列

為中華民國三級古蹟。 

 

【龍潭聖蹟亭】 

1875 年監生古象賢等人認為文字的創造，使歷史得以延續、文化得以發展，故對

於倉頡造字備極尊崇，並感其造字之艱難，而勸世

人對於字紙殘書要加以尊重，不要踐踏或污染，而

發起並集資建立此亭。目前所見的龍潭聖蹟亭是

1925（大正 14）年重修後之結果，也是全臺灣面積

最大、規劃最完整的惜字亭，在整體環境上，全區

採中軸對稱的佈局方式，配置亭身、中門、頭門等

建築，整體空間井然有序，由雲牆八字門所構成的

中門，弧線優美而柔和，兩側高聳的石筆增加了整

體空間的穩定與崇高的視覺感受，整體配置顯示設

計者與工匠的虔誠與用心。 

 

(3)文化產業 

桃園市的城市風格因數項重大建設之興建而快速轉變中，逐漸由舒緩的鄉里

景觀轉向現代化的城市風貌。縣境內的文化建設眾多,文化局是桃園市境內最

重要的文化機構，分為桃園館與中壢館兩館。桃園館於民國 70年落成啟用，

以圖書館與展覽空間為主，設置於地下室的桃園市桃園區中國家具博物館，

常態展出的中國歷朝的特色傢俱。中壢館於民國 74 年落成啟用，以音樂廳為

主。30 年來，文化局已成為桃園市重要的藝文推手桃園境內的博物館亦各具

特色，包括以歷史與文化為主題的「大溪藝文之家－桃園縣大溪公會堂及蔣

公行館」展出蔣公文物，「桃園眷村故事館」展現出桃園市文化局對於保存眷

村文化的重視，這兩座主題館皆反映出桃園獨特的歷史。位於桃園國際機場

內的「桃園國際航空站航空科學館」是國內唯一以航空科技為主題的博物館。

而「長庚大學台塑企業文物館」與「黑松飲料博物館」則是企業文化展示的

主題館，呈現企業發展及與桃園的密切關係。 

99 年起用的桃園市多功能展演中心、國際棒球場暨青埔運動公園則是近年完

成的大型文化設施，為桃園市的藝文與體育活動注入一股活力。 

I. 桃園市立體育場(桃園巨蛋) 

 桃園市立體育館，又稱桃園巨蛋，位於台灣桃園市桃園區，面積 1.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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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可容納 15,000 人，1993 年 9 月完成建造，高強度頂蓬架構，主場地

直徑 82 公尺，面積 1600 坪，固定座椅 8000 個，活動座椅 7000 個，鐵

弗龍玻璃纖維屋頂及吸音設備，是一個多功能室內體育競技場與表演場

所。用來舉辦室內體育賽事，如籃球和排球，以及演唱會等活動。2017

台北世大運的競技體操比賽將於此場館進行。 

II. 桃園展演中心 

國都之門的桃園是世界連結臺灣的交接點，及節表演藝術與人文指標

桃園展演中心則是台灣多元文化向世界發聲的交流平台。在玻璃與金

屬交之層疊中，桃園展演中心位臺灣架構出新的表演藝術空間，讓來

自國際與本土的各路藝文好手，盡情揮灑熱情與才華，開啟臺灣藝臺

心扉頁。 

2010 年落成的桃園展演中心兼具表演藝術、展覽、娛樂等多元功能之

現代環保綠建築，其建築曾榮獲內政部「100 年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優

良作品優等獎」、位於戶外舞台的公共藝術「霧雕-與霧交談」作品更

榮獲「文化部第三屆公共藝術獎最佳創意表現獎」。 

桃園展演中心位於桃園中正藝文特區，主體建築由鋁合金板材建構而

成，流線型的設計從大地延伸向上

盤旋，有如綠動的彩帶，直奔天際，

與之呼應的玻璃帷幕，格狀結構層

層堆疊，在日間陽光折射下閃耀光

芒，宛如一顆璀璨寶石；夜晚光彩

奪目的 LED燈外牆，則以多變色彩

幻化出都會繽紛的現代時尚感；不

規則幾何形狀的紅色大門更引領

民眾進入充滿創意與驚喜的藝術

空間。 

桃園展演中心以藝術進入空間概念，

提供藝術家專業硬體設施及軟體服

務，營運之金已成為連結在地、接軌

國際的表演及藝術文化平台。未來中

心將策畫、推動更豐富多元化的展演

活動，讓這個充滿創意的銀色彩帶，

由內到外散發出藝術魅力的光芒，成

為北台灣最有活力的「銀色藝空

間」。 

(4) 重大建設 

I. 桃園國際機場 

位於大園區的「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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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二號高速公路 

桃園國際機場 

高鐵桃園站 

特定區計畫 

 



是我國最重要的國際機場，是臺灣面向國際的重要空運門戶。機場土

地面積約 1,223 公頃，共有一期與二期兩座航站大廈。每年出入境旅

客達二千餘萬人次。由於國際機場設置於桃園市，不僅促進城市發展，

每年二千餘萬旅客進出人次，亦令本縣獲得「國門之都」美譽。 

因應近年來東亞鄰近國家機場不斷新建與擴建，為提升國際競爭力，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更用心致力於發展機場相關建設與提升營運管理

績效。一期航站之「國家重要交通門戶-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改善計畫」進行全面整修，更新目前陳舊樣貌、擴充現有服務設施，

提供多元化商業 

服務，以新面貌迎接國內外旅客。 

II. 國道二號高速公路 

國道二號高速公路係國道一號及國道三號高速公路通往機場的專用

道路。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至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三號，全長

約 20.4 公里。就行政區域劃分，國道二號由西而東，分別經過隸屬

於桃園市大園區、蘆竹區、桃園區、八德區及新北市鶯歌區。 

III.高鐵桃園站特定區計畫 

本計畫乃因應高鐵桃園站之興建而規劃，面積達 490公頃，預計引入

居住人口 6萬人。本計畫距中山高速公路約 3公里，北距桃園機場約

6公里。 

為建構完整交通路網，國道二號高

速公路配合興建大竹交流道，此一

交流道是目前連結機場與高鐵青

埔站(桃園站)的主要道路，亦是高

鐵青埔站對外(北上、南下)的主要

道路。 

 

 

(5)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本計畫周遭相關重大建設計畫計有十項，包括「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

路先期建設計畫」、「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

段)」、「桃園-中壢都會區鐵路立體化與車站土地利用計畫」、「桃園火車站廣

場暨周邊地區整體景觀風貌改善規劃設計」、「桃林鐵路增開客運班車計畫」、

「捷運中壢站、桃園站與臺鐵高架化車站共構計畫、「桃園都會區捷運系統

建設計畫」、「台北捷運三鶯線」、「國道一號五股楊梅改善拓寬工程」、「縣道

112、114、113 甲，拓寬與改善計畫」等，密集且大規模的重大建設計畫反

映出桃園市桃園區人口增加的現況及都市發展的前景，顯然在未來數年之內，

桃園的都市風格將由城鄉混合的類型轉變為城市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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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基地現況分析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自民國 62 年成立迄今，因現有辦公廳舍老舊、面

積狹小，辦公員額擴增 6 倍，為因應業務需求，徹底改善辦公環境，提昇

效率，於現地桃園市國際路與永安路一帶之都市計劃用地新建檢察署辦公

大樓。 

本案基地旁未來將是司法園區，東邊相鄰法院預定地，北鄰民宅，南鄰 30

公尺寬道路對側公園用地。本建築建地上 10 層、地下 2 層鋼骨構造之辦公

大樓。 

 

建築設計構想： 

以「綠化性」、「專業性」、「整體性」及「實用性」為總體規劃精神。

藉由建築設計手法使其感受到感性、親切的法務空間。因此，本建築設計

嘗試於呈現司法的理性面外，亦藉由建築量體配合都市景觀型塑虛空間，

以提供使用民眾親切、具人性化的空間環境。 

(一)外部環境 

1. 與公共藝術結合之景觀步道綠軸及廣場-臨主要道路(國際路、法治路)

以「點、線、面」方式塑造地方文化相關之公共藝術並結合景觀及具

教育、休閒、生活的步道廣場；而主入口廣場則鄰新闢 30M 計劃道路

與公園相容。 

2. 公園化的法治園區-以永續環境的觀念創造優雅綠色空間辦公大樓，

利用堆土草坡創造公園化的園區。 

3. 綠建築配置觀念-主要辦公空間以南北向為主，圍塑寧靜之中庭，配

合局部屋頂花園提供綠色的視野及空間感。 

4. 寧靜的綠化中庭-檢察署辦公大樓以量體圍塑一個綠化中庭，進入檢

察署門廳即可感受到綠意和採光。偵查庭圍繞在綠化中庭及木作平台

間，當事人可到戶外休憩並提供舒適的景觀視野。中庭將結合公共藝

術，將生活美學於空間實踐並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二)內部空間 

整體規劃以格局方整各空間使用性佳為原則。服務核配置於建築物入

口中央及建築物南北側，以走廊串聯各空間，除使空間利用更顯經濟，

各空間亦可享有充足之採光。 

綜觀本工程規劃構想，除達成改善辦公環境，提昇效率之目標外，進

而期能興建實用美觀、莊嚴、肅穆之現代化檢察署辦公大樓，開啟桃

園地區司法園區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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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平面作品設置於 1-4 樓開放空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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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 

公開徵選 B 案：室內平面作品契約書(草案)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甲方）向●●●（以下簡稱乙方）購置「●●●」公

共藝術作品乙案，雙方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履約標的 

購買「●●●」乙件，作品尺寸、質材、作品號數、設置地點及位置圖等詳如附

件。雙方應依契約內容確實履行，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分。 

第二條：合約範圍： 

一、本合約包括：契約條文、鑑價紀錄、簡章、作品說明書。 

二、「公共藝術完成成果資料」內容包括藝術作品名稱、完成日期、作者姓名、

材質、尺寸（或號數）或版數、管理維護計畫等。 

第三條：經費與付款方式 

一、總經費新台幣●●●元整（含稅）。含畫作、裝裱、安裝、一年藝術品

保險(失竊、火災及人為損害險)、運輸、稅捐等所有費用。本項經費不

隨物價指數及匯率調整。 

二、付款方式：作品驗收完成，乙方並檢附作品保證書、公共藝術完成成果

資料及管理維護計畫至甲方後撥付。 

第四條：履約期間 

自契約簽定之日起，60 個工作天內止。 

第五條：驗收 

一、乙方應於作品安裝完成後，報請甲方辦理驗收作業，甲方應於十五日內

辦理。 

二、驗收時如發現乙方所完成之作品，與合約或變更記錄不符時，乙方應在

甲方指定期限內修正完畢，直至驗收通過為止。 

第六條：履約期間之展延 
契約履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之事故等因素，導致購置作業延宕等不可歸責

於乙方之事由，需展延履約期間者，乙方應儘速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經

甲方書面同意後，不計算逾期違約金。不可抗力之事故如下： 

一、國際情事發生重大變化，或受戰爭影響。 

二、叛亂、暴動及罷工。但乙方及乙方員工除外。 

  19 



三、政府機構依法或以行政命令下達之停工、徵用、沒收、拆毀或禁運。 

四、一切天災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惡劣天候及

洪水等造成之意外災害。 

五、工地對外通路遭遇災害，致交通連續中斷。 

六、核子反射或放射污染。 

七、其他經甲方確認係為不可抗力之情事。 

第七條：履約之變更及終止 

一、甲乙雙方如認為契約內容有變更之必要，得經雙方書面協議為之。 

二、終止條件： 

1. 因不可抗力之情事，無法繼續履行合約或政府機構依法，甲方得終止

本合約。 

2. 乙方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合約終止，乙

方應負賠償責任： 

(1)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合約。 

(2)發生偷工減料情形，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 

(3)遭遇變故或觸犯刑法而無法履約者。 

(4)實際作品與契約附件等相關文件所載不符，且情節重大，經通知限

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 

(5)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第八條：履約遲延  

乙方無法如期完成作品驗收事宜，每逾 1 日，甲方依本契約總經費千分之 1，

計算逾期違約金（以總經費百分之十為上限），並自未付之款項中扣除。乙

方如違反契約約定，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契約；乙方應返還已撥付之全

部經費，並應給付甲方新台幣壹萬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第九條：保固 

一、本合約於公共藝術設置工作完成暨經甲方驗收合格之日起算一年為保固

期，由乙方投保一年藝術品保險。 

二、乙方同意依於保固期間內負起保固責任，在保固期內，倘公共藝術品有

損壞時，經查明屬於使用材料不佳所致者，乙方願負完全修復責任，如

接獲本署通知修復之日起七日內未即動工修復，同意由本署代為辦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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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並願負此項修復費用，且拋棄先訴抗辯權。 

三、公共藝術設置完成後將列入財產管理，五年內不予以移置或拆除。但該

公共藝術作品所需修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或有其他特

殊情形，經提送桃園縣公共藝術審議會通過者，不在此限，乙方不得提

出異議。 

第十條：法律責任 

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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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因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對甲方所生之損害，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如因而

致甲方對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時，甲方於賠償後，得對乙方求償，乙方對求

償金額不得異議。 

第十一條：原創性保證： 

一、乙方應保證本作品為原創作品，且是唯一版本，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

事，否則乙方須負全部賠償責任，同時乙方若未事先取得甲方書面同意，

不得販售或複製本作品。 

二、乙方同意其創意與技術是本合約基本要素。在未取得甲方同意下，乙方

不得將本作品具藝術性或設計性之內容讓渡給第三者。 

三、乙方所提供之藝術品，若經甲方(含本案徵選小組會議、桃園縣公共藝術

審議委員會)查屬非上述之原則作品者，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並得向乙方

追繳已付之全部費用。 

 

第十二條：著作權之歸屬 

一、依本合約完成之相關著作，以乙方為著作權人，其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

成時歸屬甲方享有，乙方並承諾對甲方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

權。 

二、乙方應保證對相關人員完成之著作，例如乙方之職員職務上及受聘人完

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及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約定以乙方為著作人，其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時讓與甲方，乙方

並承諾對甲方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本案如有利用他人著作

之情形，乙方應依法取得授權，使其併同本案所完成之著作，甲方得為

任何利用，乙方並應將上開授權書交付甲方。乙方違反本條約定，甲方

得依本契約有關約定處理。 

三、甲方對本契約所購置之作品，有研究、推廣、攝影、宣傳、印刷、圖片

揭載、展覽等無償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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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應保證本公共藝術為原創作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否則乙

方須負全部賠償貴任。 

第十三條：著作權侵權責任 

一、乙方應保證交付甲方之相關著作，不致侵害第三人權益，如有侵害第三

人權益者，乙方應負責處理，如因此致甲方受損害時，乙方應負賠償責

任。 

二、本公共藝術若經甲方查證確為仿冒抄襲或非原創作品者，甲方得終止本

合約，並得向乙方追繳已付之全部費用，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爭議處理 

一、甲乙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規定及契約約定，考量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

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1.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2.於徵得機關同意並簽訂仲裁協議書後，依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並以

機關指定之仲裁處所為其仲裁處所。 

3.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異議、申訴。 

4.提起民事訴訟。 

5.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6.依契約或雙方合議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如因本契約相關事項涉訟，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終止合約： 

一、乙方若所送作品與執行小組評選或桃園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所審之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內容不符時，甲方得終止本合約。 

二、若因不可抗力之情事，繼續按合約作業已屬不可能時，訂約之任何一方

得以書面通知對方要求終止合約，並按規定辦理合約終止。 

三、凡因上列情形終止合約時，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合約終止及終止生效

日期，並得選擇追回所有已付款項，或擁有作品、完成或未完成之文件、

圖案等計價給付乙方，至溢撥經費應由乙方計息繳還。 

第十三條：其他 

一、因本契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得於徵得他方之同

意後，在中華民國桃園市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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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二、因本契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如欲提起訴訟，應

向中華民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出，並以該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四、本合約內，若有其它未盡事宜，須經甲、乙雙方會同協商並同意後修改

之。 

五、本合約經雙方簽署加蓋印信後生效，正本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副

本四份，存甲方。 

 

立 契 約 人： 

甲方：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授權代表人：朱兆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 1 號 

電話：03-3370737分機 152 

統一編號：43640358 

 

乙    方 ：●●●●● 

代 表 人 ：●●● 

簽    章 ：●●●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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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代理出席者，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