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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舉辦教育旅行校外教學採購規格書 

內容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 3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校外教學活動 

活動

日期 
10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至 106年 12月 15日(星期五) 

數量 

1、學生共計 5 班，總數約 50 人（內含低收入戶及清寒學生約 5 人，身心障礙學生約

0 人），家長約 0 人。【以實際報名參加人數為準】 

2、隨隊教師及工作人員約 2 人【價格另計，由學校支付】。 

項目 內      容 說      明 
單位 

經費 

行程 

教學行程安排以中南部區域為主，

活動地點應包括右列主要行程，並

得視情況酌予調整，但以具有環境

教育、自然、人文、社會及休憩等

多重教育意義者為主。 

活動行程應包括： 

1.教育機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奇

美博物館 

2.參訪地點—四草綠色隧道 

3.遊樂區—劍湖山世界 

4.其它--【高雄夜市文化體驗】 

 

交通 

1、 ■：30 人座或 43 人座大型營

業遊覽車 2 輛（併班）。 

2、相關規範依教育部 96 年 1 月 31

日台軍字第 0960000952 號函

修訂「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

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及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 96 年 8 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635981200

號函修訂「臺北市公立中等學

校舉辦校外教學實施要點」相

關規定辦理。（如附件） 

本活動全程搭乘遊覽車；廠商應依據

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該日該車次

應付交通總費用之 5%： 

1.遊覽車限原始出廠車齡 5 年內，具有

當年度交通監理單位核發檢驗合格

之營業用遊覽車（大客車）執照，

座位為 43 人座以上車輛。 

2.車況良好，規格每車均需配備一份急

救箱。 

3.遊覽車上需開放廁所，並備卡拉

OK、錄影帶/DVD 播放設施及麥克

風設備。 

4.車隊間配有無線電對講機或行動電

話，方便行車之間的聯繫。 

5.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未

曾有重大違規紀錄之優良駕駛員，

駕駛員素質要優良，服裝整齊，行

車途中不得抽煙、喝酒、說髒話，

車上需備無線電對講機，但駕駛員

不可用無線電聊天。未經學校同意

不得任意停靠休息站或改變行程。 

6.行車前及中途休息時應隨時檢查車

況，行程中車隊應依序排定車號循

序前進，並不可用無線電或行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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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聊天，以確保行車安全。 

7.車輛之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

應於本活動出發前 1 天送達學

校，出發當日驗車時，應提供正

本受檢。未經學校同意，不得任

意更換車輛及駕駛員。 

8.每車乘坐學生以 25 人估價，應含駕

駛員、過路、停車、導遊服務費及

稅金在內。 

9.車輛或冷氣故障時，須於 60 分鐘內

修復，否則須更換同等級之車輛。 

 

住宿 

1. 住宿飯店應為政府建物安全檢

驗合格，並領有政府核發營業

（使用）執照之飯店（旅館）。

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

證，其營業項目有旅館業之飯

店、旅館。 

2.每晚住宿飯店以安排一家為原

則。 

3.住宿安排以活動行程便利性為

主。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

該日應付住宿總費用之 5%： 

1.每間房間之住宿人數須依飯店原訂

住宿人數入住。 

2.學生住宿以 4 至 6 人房為原則。 

3.隨隊教師住宿以一人ㄧ床為原則，教

師及學生宜儘量安排在同一區

（棟）。 

4.不得住宿地下室、不得拆床、併床或

加床。 

5.飯店設施應求安全、潔淨為原則。 

6.房間需配有電視、盥洗室、吹風機、

盥洗用具等。 

7.房間數應依學校之實際需要，足額供

應（另應預備若干房間，供學校調

整之用）。住宿房號應依學校要求，

及早提供學校，俾便安排住宿事宜。  

 

 

膳食 

1.用餐之餐廳及餐點製造商需具備

有效合格營業登記證(消防安檢

合格證明、衛生單位檢驗合格證

明影本)。 

2.早餐：3 餐 

午餐：3 餐 

晚餐：3 餐 

3.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份量足

夠為原則。若有素食者，亦應提

供素食服務。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

該餐次應付膳食總費用之 5%： 

1.10人一桌，每桌膳食應足量供應。 

2.每車配礦泉水 1 箱（240cc×48 杯） 

3.菜色 

(1)中西式早餐： 

(2)午（晚）餐：每桌備 8 菜 1 湯，

每桌另附水果及飲料，不得提供

罐頭食品。 

(3)各餐菜單應於出發前 5 天提交學

校；若覺菜色不適，學校可要求

更換。 

(6)活動期間若參加人員因食用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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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之餐點或飲料而引起身體不

適或中毒現象，廠商應負責所有

賠償責任。 

 

門票 依本行程指定地點之需求提列。 
 

 

 

保隩 

1.除車輛人員依政府規定保隩外， 

參加人員應以學校名義投保新

臺幣 200萬旅遊平安保隩或意外

隩及 20萬醫療保隩。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

本次校外教學活動應付總費用之 3%： 

1.廠商應投保契約責任隩。 

2.應於出發前 1 天將參加人員保單正

本交予學校。 

 

 

康輔 

人員 

1.承辦廠商應指派經理級以上人員

一人負責業務執行，並應有有照

護士至少一人。 

2.每車需指派一名具經驗豐富之生

活輔導員一名。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

本次校外教學活動應付總費用之 3%： 

1.康輔人員應協助老師點名、安全維

護、夜間值班，並隨隊處理交通、

膳食及其他偶發事宜。 

2.康輔人員晚上應有巡夜及排班制

度，以掌握學生安全。 

3. 康輔人員不得有服儀不整、言行不

雅之舉止，以免造成不良示範。 

4. 康輔人員於活動期間不得與學生做

非必要之私人連繫。 

 

 

行政 

費用 

1.本項行政費用不得超過校外教學

總費用 5%。 

2.行政費用包含下列： 

(1)活動期間安排檢討會等相關費

用。  

(2)印製校外教學活動手冊(含各參

訪旅遊景點介紹、住宿房間分

配、教學學習單、旅遊行程、

生活教育及活動注意事項等內

容，其中生活教育及注意事項

內容由學校提供)。 

(3)其他。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

本次校外教學活動應付總費用之 3%： 

1. 校外教學手冊約 50 本，以實際參與

師生人數印製，並於出發前 1 天以

上送達學校。【學校另加存 3 本】。 

2.其他與校外教學有關之費用。 

 

其他 

服務 

廠商應依據本項規定辦理，違者扣罰本次校外教學活動應付總費用之 5%： 

1.廠商領隊與康輔人員代表行前需備全體康輔人員學經歷簡介與康輔工作計畫書至

學校參與行前工作協調會。 

2.廠商需備機動車輛以備緊急調度之用。 

3.廠商必須依學校實際低收入戶、清寒及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給予優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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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於沿途如有必要緊急需服務師生時，得要求承辦廠商指派專車，提供必要之服

務，不得拒絕。 

5.若活動受天候影響延誤時，需提供雨天備案或其他備案。  

6.應製作師生識別證。 

7.訂約後廠商不得因物價波動提出任何增加價金之要求。 

8.其他。 

費用 

上限 

學生及家長每人全程團費不超過新臺幣 7000元整（含稅），隨隊教師及工作人員每人

全程團費不超過新臺幣 7000元整（含稅）。 

【總價暫以學生及家長約 50 人，隨隊教師及工作人員約 2 人估計，結算時以實際參

加人數計算，如參加人數有增減，得標廠商應依得標金額計價，並提供各項人員單價

分析表】 

其他 

1.評選時應包括下列事項： 

(1)廠商之專業及經驗。 

(2)行程規劃與安排。 

(3)住宿安排。 

(4)膳食規劃與安排。 

(5)交通及車輛使用規劃。 

(6)服務品質及態度。 

(7)經費運用。 

(8)特色。 

2.由學生依上述評選要項進行評選，學生自己選擇喜歡的、想要參加的整體活動規

劃，學生要參加的活動學生自己評選，提高整體參與率。 

3. 參加評選之廠商應具有經濟部公司執照、交通部觀光局所頒旅行業執照、營利事

業登記證、品保協會證書、旅行商業公會核發之證書、最近一期的營業稅完稅證明、

履行契約責任隩等資格文件。 

4. 評選前先進行參與廠商之文件審查，應於登記時先交付學校已擬妥之活動企劃書

及上述相關證件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負責人章），文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

始得參加評選簡報說明會。 

5.辦理期程: 

  7/21-7/28 公告招商 

  8/1 下午 16:30 招商登記截止(親送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承辦人相關文件) 

  8/4 上午 10 點於本校 3 樓會議室進行評選簡報說明會(每家廠商不超過 20 分鐘) 

  8/4 上午 11 點 30 分由高 3 全體學生進行評選會議 

  12/12-12/15 校外教學活動(活動準備之相關期程由學校與評選結果廠商另行協調) 

6.採實付實銷制，並於活動驗收合格後 4 週內開付正式收據及活動經費明細表辦理請

款。 

7.本案學校承辦人:訓育組長王安祥，電話(02)2234-8989#31，地址:116台北市文山 

  區秀明路 2段 1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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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辦理 106 學年度 3 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校外教學活動 

廠商評審項目及配分表 

 

項次 評選項目 比例 
得分 

說明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1 
廠商之專業及經驗(相同性質

活動辦理經驗) 
5％     

2 

行程規劃（景點選擇、時間配

當、教育性、晚會設計、其

他……） 

20%     

3 
住宿安排（飯店等級、環境安

全、舒適性、其他……） 
20%     

4 
膳食設計（菜單、營養均衡、

數量、價位、其他……） 
10%     

5 
交通及車輛使用規劃(司機素

質、車輛狀況) 
10%     

6 
服務品質（帶隊特色、緊急應

變措施、其他…） 
10%     

7 
經費、價格(合理、不削價降

低品質、提供優惠、其他……) 
20%     

8 
特色(整體特色、單元活動或

行程特色) 
5%     

合計 100％     

名次序      

 

總分 100 ％名次評選班級代表簽名： 

 

※ 評選及計分方式說明： 

一、評選當天抽籤決定廠商簡報順序，每家廠商之簡報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分鐘。全部廠商簡 

    報完畢後，廠商離開由高三全體同學進行評選會議。 

二、以班級為單位選出優先順序廠商，班代表簽名確認後列入統計，高三各班都繳回統計後 

    依說明三辦理評選出優先議價廠商。 

三、各班同學評選各項分數合計總分最高者為第一名，依序排名。優勝廠商評選方式採評比 

    名次累積，名次總累積第一名最多者，優先獲選為議價廠商，若第一名放棄議價，則由           

    總名次累積第二名之廠商依序遞補議價，總分相同者，依序由各評分項目作比較後， 

    擇優評選出。如有爭議，則由各班同學當場投票決議評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