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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108學年度海外參訪研習企畫書
一、基本計劃
（一）科 系：休閒事業管理系四年級。開課名稱：海外參訪實習與報告。
（二）教學目的：拓展休管系學生國際視野，了解各國不同歷史文化與人文特質，結合觀光活動實
地體驗參與，達到學以致用及學術與理論兼備之教學目的。
（三）出發日期：民國108年 11 月 1 日（請安排11月1日~11月3日內班機出發）。
（四）行程天數：11-13 天。(行程建議如企畫書之附件)
（五）參訪地區：歐洲中西歐團（荷蘭、比利時、法國等地），歐洲東歐團（奧地利、捷克、匈牙
利）兩團。
（六）參加人數：
1.學生人數：荷比法團約 2 團 80 人左右、奧捷匈 1 團約38人左右，共計約118 人。
（為避免其他不確定因素產生，人數可能會有少部分變動，建議以級距方式報價）。
2.隨團人員：荷比法團2位老師+奧捷團1 位老師，業者派遣每團1 名高階資深領隊。
（七）經費：每位同學團費新台幣(預算上限：荷比法為NT$70,000、奧捷為NT$65,000)/每人。
（八）承辦單位注意事項：本計畫經過休管系參與之全體同學的同意，設計而成符合本系教學與參
訪實習需求之特殊行程規劃，故承辦單位應針對本計畫之所有事項，擬定合理並符合需求之
行程規劃書，並由參與之全體同學投選出符合理想之旅行社。
二、參觀部分
本計畫書經雙方協議同意依得標旅行社之行程，擬定完整的行程時間規劃表，其中包括：
（一）出發當天之集合方式、時間和地點，將於說明會按本系需求而決定。
（二）每一景點之抵達時間、停留時間、實際參觀時間，須註明於說明會資料上。
（三）標明行程之參觀型態—景點為入內參觀、車上導覽或下車停留，是否有當地導遊帶領，均需
標明於行程內。
（四）景點至景點間搭乘之交通工具與哩程數，均需標明於行程內。
三、餐食部分
（一）全程早餐為住宿飯店所提供之美式早餐。(需提供熱食)。
（二）午、晚餐菜色以 6 菜1 湯為原則，含水果及茶水。（份量需足夠）
（三）若同日使用同一家餐廳，必須調整菜色。
（四）團中有素食者或不食豬肉、牛肉、羊肉、海鮮者，另安排等值之合宜餐食替代。
（五）特殊風味餐要求：
1.當地風味餐：指定風味餐及其他有關風味餐安排，應於服務計劃書中載明餐廳名稱與主菜內
容，歐洲團每日至少需安排一餐風味餐。
2.自理餐：選擇適合體驗當地餐飲特色的地點發餐費歐元 15 元/每次。
3.請盡量安排傳統市集或知名食品專賣店等行程以體驗當地飲食文化及餐飲特色。
（六）餐廳容量無法同時供應全團時，可挑選等值之餐廳作為替代。餐廳之選定，應由旅行社與校
方代表作詳細溝通，以確保飲食安全。
（七）若為較有歷史價值或特殊意義之餐廳，旅行社需於行前就先預定，以利於行團之方便和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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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權益。
四、住宿部分
住宿之飯店，應安排安全、舒適、整潔，以四星級以上之飯店，詳細資料於說明會中明述，若有書
面資料校方將要求提供給團員和隨行老師。
（一）飯店名稱
（二）飯店地址
（三）飯店電話和傳真號碼
（四）地理位置
（五）飯店的基本設施與備品
（六）飯店住宿以學生2 人 1 室為原則，隨行人員則以1 人 1 室為原則。
五、交通方面
（一）國內：
1.詳細條列集合的地點和時間，出發和回程接送方式及交通工具。
2.台北到桃園國際機場之豪華型巴士，來回接送服務。來回交通路線規劃如下：
去程：學校集合→中正紀念堂→前往桃園機場；
回程：桃園機場→前往學校→中正紀念堂。
（二）國外：
1.安排大型遊覽車，49人座（含）以上，必須設有廁所和空調設備，車上需有網路通訊設備，司
機經驗需5 年以上，不可有抽煙及酗酒之行為，如司機配合度不夠，服務態度不佳，甚至有抽
煙或酗酒之嫌，本團帶隊教師有權決定是否更換司機。
2.事先安排協調歐洲當地司機，避免行程因bus hours 之限制發生爭議。(歐洲或美國法令規定：
遊覽車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2 小時)
3.遊覽車限定為 5 年以下車齡，需提出證明。
4.出國班機，以採用國籍航空為優先選擇。
六、行程安排建議(如附件)
行程建議如附件行程表所示。
七、領隊與導遊方面
（一）領隊
1.領隊應由美國、歐洲線資深領隊擔任，領隊需出席說明會以便與帶隊老師與車長、同學作聯繫。
2.出團期間，每日告知隨團主任及老師次一日之行程，如因不可抗力之原因(如天氣、罷工等)
變更行程，須於前一日告知並商討替代方案，否則視同違約。
（二）導遊：要求為當地合法導遊，並且具備流利之華語能力。
八、費用包含
（一）團費新台幣(預算上限：荷比法為NT$70,000、奧捷為NT$65,000)/每人，預算上限為刷卡價，
不得另行收取刷卡手續費，若有現金優惠價格，請另外註明。團費包含下列各項：
1.所有行程及入內參觀門票、體驗及研習之費用。
2.海外旅遊平安保險新台幣500 萬元，內含醫療保險新台幣30 萬元(包括海外急難救助服務)。
3.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
4.海外期間教師與校方聯絡之通訊費用。
5.提供各合作銀行刷卡分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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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率變動由旅行社自行吸收。
（三）如遇下列事故發生，旅行社需對本團團員支付其價差兩倍：
1.臨時更換等級較差之旅館。
2.旅館房間數不足而需三人以上(含三人)同睡一室，(特別指定三人房者除外)。
3.參觀地點有門票而無法參觀。
（四）行程中參觀景點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臨時無法參觀時退還實際成本。
（五）製作旅遊日誌(全團每人一本並準備10 本留底)，(請事先與本系負責老師討論內容)內容需
詳盡且完整以提供同學海外實習旅遊有全盤之瞭解，並將風味餐之餐廳特色與菜單附註於
內，並於行前說明會時送達。
1.旅遊日誌內容：各景點介紹、餐廳介紹、各區域地圖、迷路時的處理流程、風俗名情、購物資
訊、交通航空資訊、國際電話資訊、住宿資訊、參訪拜會(博奕課程、飯店、酒廠)資訊。
2.請編排國外參訪旅遊基本觀光禮儀與會話內容。
（六）除非安排風味餐之故，若行程規劃需自行用餐時，則發放每人15 歐元作為餐費，並提供每
人當地購物區之用餐資訊。
（七）得標旅行社在歐洲當地若無分公司，需提供 24 小時聯絡之服務站。
（八）替代及履約要點：
1.在承辦單位的計畫書中，應對下述要求做詳細之說明，並同意上述問題發生時，我方保有最後
之審定權。
2.本附件視為合約之一。
九、其他特殊要求
（一）全程不得另外安排自費活動。
（二）領隊為操作團體之靈魂人物，領隊必需是該公司之領隊，領隊需出席說明會，以便就近協調
相關事項，請附上帶團領隊之學經歷及相關說明資料。
（三）博物館、美術館請務必安排中文導遊解說。非旅行社領隊之解說。導遊以旅遊點當地人員為
宜，並具導遊執照。
（四）同一天之行程以考慮同學身心狀況而行之，並做適度調整與安排。
（五）領隊、司機、交通資訊、遊覽車車齡、住宿旅館資料、參訪資料(博物館、酒廠以及景點介
紹)皆應提供證明文件，須符合本系之要求。
（六）旅行社需於出發前 10 天提供參訪景點之所有資料(召開行前說明會)。
十、行程因瑕疵而需賠償之項目:
（一）若本系帶隊教師因司機之服務態度傲慢不合作（或是出現騷擾老師同學情況者），提出更換
司機，旅行社或是領隊卻置之不理時，得請求每日扣除尾款之百分之一作為賠償，旅行社不
得提出異議。
（二）如帶團之領隊逕行更改行程，未得到帶隊老師及畢旅代表之同意，則本系得提出尾款之百分
之五作為行程瑕疵之賠償。
（三）行程中領隊若有私自推銷自費行程之作為，或是刻意引誘同學並蓄意延長停留時間在購物景
點強迫推銷者，則本團帶隊老師得提出尾款百分之十之賠償請求。
（四）行程中若因不可抗力因素，使得行程必須變更，而影響用餐型態（例如以餐盒代替），則需
發給每位團員每人歐元 15 元 作為補償。
十一、其他特殊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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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附件視為合約之一。
（二）本合約如有未盡之處，以交通部觀光局所頒布之國外旅遊定型化約書為基準。
（三）基於安全考量，本案若因發佈恐怖國際活動警戒或通知等相關訊息時，本校保有與得標廠商
另訂出發日期之權益。
十二、評選方式：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由本系海外實習委員會與各班代表三名對投標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所繳交投
標文件進行審查。
(一) 參加評選之旅行社，須針對當年度海外參訪實習企畫書(請參照附件「108學年度學生海外參
訪實習企畫書」)，擬定完整之「海外參訪服務建議書」(建議書內容除詳述行程說明、相關
注意事項、公司簡介與相關證明資料外，須加註行程成本分析表)，並於本系當年度海外參
訪時程規定，於108年6月6日前提報寄達本系(服務建議書紙本一式八份)，並提供電子資料
檔光碟，郵寄送達。
(二)第一階段書面評選，資格不符規定或應備文件不齊全之廠商，將取消投標資格。通過第一階段
書面評選之旅行社業者，另擇期至本校參與第二階段評選。
第二階段：
(一) 由參加學生與隨團老師組成評選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議，所有參加學生將依旅行社提供
的服務建議企劃書內容進行審查評選。為避免旅行業者於評選現場臨時更改企劃書內容，及
視現場同學反應而降價，恐有影響旅遊品質之虞，本系將不邀請旅行業者進行現場簡報，請
旅行業者務必將企劃書內容真實及完整呈現。
(二) 評選結果依得票數最高的廠商優先與本系議約。排名第一順位之業者，須配合校方各項規定
與時程安排，繳交相關資料，若獲選旅行社無法順利簽約與履行相關義務則視同放棄簽約
權，依序由其他順位之旅行社業者取得簽約權。
(三) 獲選之旅行社業者於簽約時須出具航空公司之訂位紀錄正本、領隊人員相關基本資料，以利
學校代表評選帶領海外參訪之領隊人員(請以具備當地語言等外語之溝通能力、參訪專業知
識與帶領學生團體經驗豐富者優先)，始得簽約。
(四) 簽約
1.評選第一順位廠商，需於3日內(例假日順延)修正服務建議書並完成簽約，簽約時需出具航空
公司之訂位紀錄正本或海外相關保險紀錄，使得簽約，未能完成簽約書，將沒收履約保證金，
並由第二順位廠商接替議約。
2.簽約內容以觀光局頒布之國外旅遊定型契約範本為主要契約，並以本系投標須知、海外實習參
訪計劃書及海外實習參訪服務建議書為合約書之一部分。
聯絡人：休閒事業管理系 鄧宏如 老師
電話：0917665663
電子信箱:amydeng@mail.tn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4

附件一：東南科技大學休管系海外參訪研習參考行程表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參訪國家地區：荷蘭、比利時、法國）
城市
阿姆斯特丹
桑斯安斯
沃倫丹
De Wieden
鹿特丹
馬斯垂克

布魯日
布魯塞爾

建議停留 停留解說地點
時間
(入內參觀)
2-3 日
★風車村
★木鞋工廠
★乳酪工廠
★羊角村(平底船體驗)
◎北海漁村
◎風車村
◎小孩堤防
★Markthal 綜合市場
★梵谷森林公園
★天堂書店
1日
◎馬克特廣場

漢斯

半日

巴黎

4-5日

◎市政廳
◎聖血禮拜堂
◎尿尿小童
◎黃金廣場
◎香檳酒廠

特殊餐食

特殊安排

風味餐

★羊角村平底
船體驗
★梵谷森林公
園騎自行車體
驗

★荷蘭魚排風味餐
★比利時淡菜風味餐
★香檳雞風味餐
★法式田螺風味餐
★法國海鮮餐
★法國酒窖風味餐
★法國烤鴨風味餐
★米其林餐

★羅浮宮
★塞納河遊船
★蒙帕納斯大樓登頂
★outlet
◎巴黎鐵塔
◎香榭麗舍大道
◎協和廣場
◎拉丁區(左岸)
◎蒙馬特
◎畫家村

★塞納河遊船
★米其林餐

註：1.各景點停留時間請旅行社依專業及需要性規劃
2.全程無自費行程，出發後不得另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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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東南科技大學休管系海外參訪研習參考行程表
符號說明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參訪國家地區：奧地利、捷克、匈牙利）
城市
匈牙利
布達佩斯
布拉堤斯拉
瓦

捷克
鹽湖區
薩爾斯堡
庫倫諾夫
卡羅維瓦利
布拉格

奧地利
維也納
哈修塔特

建議停留 停留解說地點
時間
(入內參觀)
2日
◎漁夫城堡
◎馬提亞斯教堂
◎舊皇宮
◎國家歌劇院
★多瑙河遊船
★紐約咖啡廳
3-4 日
◎哈爾斯塔特
★米拉貝爾花園
◎莫札特之家
★薩爾斯堡鹽洞
◎庫倫諾夫小鎮
◎舊城區
◎卡羅維瓦利溫泉
◎提恩教堂
★天文鐘塔
★黃金小巷
★皮爾森啤酒廠
3-4日
★熊布朗宮
◎百水公寓
◎貝維爾第花園
◎新市政廳
◎聖史提芬大教堂
★outlet

特殊餐食

特殊安排

風味餐

★多瑙河遊船

★鱒魚風味餐
★捷式豬腳風味餐
★皮爾森啤酒風味餐
★匈牙利炸豬排風味

★薩爾斯堡鹽洞探
秘

★吉普賽風味餐
★鵝肝及香炸鵝腿
★百年地窖烤鴨風味餐
★米其林餐
★米其林餐

註：1.各景點停留時間請旅行社依專業及需要性規劃
2.全程無自費行程，出發後不得另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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