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海外參訪 2020 計畫替選方案」投標甄選須知(第二次)
一、服務建議書收件方式：收件截止日期為 10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00 前(逾時不得補
件)。請以親送方式(送達時需符合收件截止時間)至「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地址：22202 新北市深坑區北深路 3 段 152 號中正樓 509-4 室，海外參訪委員會 林老師 收。
二、甄選方式：於收到服務建議書紙本 1 式六份及行程摘要表，課程 A(正面)、課程 B(背面)共計 120
份，後(並供電子資料檔光碟)，由海外參訪委員會召開第一階段甄選會議評審投標廠商資格。
三、參選資格：凡國內合法之綜合、甲種旅行社，必須檢附公司相關資料(包含經濟部公司執照影本，
旅行業執照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品保協會會員證書影本、產學合作意向書(附件一)、取
得機位之訂位記錄影本、最近一年納稅資料、近兩年承辦各校海外參訪經驗列表、估價單(附件
四)、委託書(附件五)、領隊保證書(附件七)，於空白處均須加蓋負責人及廠商印章，供本校查驗；
所有資料均需以民國 108/109 年為主，上述資料請隨服務建議書一同送達。當日請攜帶或以信封
裝投標保證金每團新台幣每團伍萬元整(課程 A*2 團共拾萬元、課程 B*1 團共伍萬元)，請以各行
庫所簽發之本票抬頭寫「東南科技大學」，未繳交押標金者視同資格不符。
四、經第一階段甄選通過之投標旅行社得參加第二階段甄選說明會(預定 10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上午 11:30 前往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簽到)，得標者所繳交之押標金將轉為履約保證金。
五、請各參加投標之旅行社，依本系海外參訪實務專題課程招標企畫書之內容，作最佳之安排，本系
將從各旅行社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內容及行程條件，選擇最優者得標。
六、得標者的服務建議書即構成合約的一部分，除非有特殊情形，不得任意更改。
七、訂約：評選最優廠商，當日需攜帶公司授權書、公司大小章，於得標當日修正服務建議書並完成
簽約，簽約時需出具招標企畫書中：航空公司之訂位紀錄正本(需蓋公司大小章)、海外相關保險
紀錄，使得簽約。未能完成簽約書，將沒收投標保證金，並由第二順位廠商接替簽約。本系預定
109 年 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間進行學生繳定作業。
八、本甄選須知及海外參訪招標企畫書為合約一部份，其解釋權僅屬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海外參訪委
員會，如對海外參訪招標企畫書有疑義者，請於投標截止日前，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老師
(電話：02-8662-5990 分機 306，E-mail : kyle@mail.tn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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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交通資訊
北二高信義支線由東區及公館開車到東南只要約十分鐘車程。本校備有立體停車場，可停 350 輛汽
車，並備有機車停車場，停車十分便利。
自行開車：
中南部=>東南 / 北部=>東南 / 大安區=>東南 / 信義區=> 東南 (騎摩托車請經由木柵路至本校）
抵達東南科技大學，請告知警衛欲前往休閒事業管理系洽公，車輛請前往鋼構停車場停妥後步行至
中正教學大樓 5 樓休閒事業管理系辦公室。
公共運輸：
1.搭乘捷運木柵線至木柵站轉車，五分鐘到校。
2.利用多線公車到校︰聯營公車 236(台北車站─東南科大)、聯營公車 251 (台北車站─東南科
大)、欣欣客運 666 (捷運景美站─烏塗庫)、欣欣客運 819 (深坑文山路─捷運七張站)、指南客運
660 (圓環─土庫)、指南客運 679 路 (金龍寺─動物園)、指南客運 912 路 (深坑─捷運市政
府)、台北客運 1076 路 (木柵─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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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地理位置圖

３

※※※校園導覽地圖※※※

8 為中正教學大樓 5 樓(休閒事業管理系所在位置)。8
貴賓車輛可停於 12 立體停車場(鋼構停車場)。
7 經國紀念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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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來校交通指引
方向

路線說明

捷運新店（新店、 由 捷運景美站 轉乘【660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景美）

由 捷運七張站 轉乘【819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捷運文湖（南港、 由 捷運木柵站 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666 公車】
東湖、內湖、大 【819 公車】
直、大安）

由 捷運動物園站 轉乘【236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預估時間
30 分鐘
45 分鐘
19 分鐘
15 分鐘

由 捷運忠孝復興站 換搭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
捷運板南
(土城、板橋、南

大學站

30 分鐘

【251 公車】或【660 公車】【666 公車】【819 公車】

港)
由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912 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捷運淡水

由 捷運台北車站 轉搭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忠孝復興站 中轉至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向)至

(淡水、士林、北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投)

20 分鐘

【251 公車】或【660 公車】【666 公車】【819

37 分鐘

公車】

捷運南勢角

由 捷運古亭站，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236 公車】

40 分鐘

(中和、永和)

由 捷運公館站，轉乘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236 公車】

35 分鐘

由 捷運台北車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忠孝復興站，換搭捷運文湖線(往動物園方向)至 木
台北車站
(萬華、三重、新

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666 公車】【819 公

51 分鐘

車】

莊)
由 捷運台北車站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912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搭乘【藍１５公車】或【藍２3 公車】至 捷運南港展覽館 換搭捷運至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
【912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50 分鐘
-

汐止地區
由汐止火車站搭乘火車至南港火車站，換搭捷運由 捷運南港站 至 捷運市政府站，轉乘
【912 公車】到 東南科技大學站
基隆地區

由基隆車站搭乘 「台汽-中崙 (40 元)」至聯合報(市政府捷運站) 轉乘【912 公車】到 東南
科技大學站

-

40 分鐘
中壢客運桃園站搭乘 【指南中壢客運台北桃園線 9009 公車】至 捷運六張犁站 轉搭捷運文

桃園地區

湖線(動物園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到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

75 分鐘

【666 公車】【819 公車】
搭乘葛瑪蘭汽車客運於台北市復興南路站下車，轉捷運文湖線 捷運科技大樓站 (往動物園
宜蘭地區

方向)至 木柵捷運站，轉乘公車至東南科技大學站 【251 公車】或【660 公車】【666 公車】 1 小時 45 分
【819 公車】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