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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客語教學績優人員實地參訪暨分享充電之旅」勞務採購案 

需求規範說明書 

壹、 目的 

為喚起推動客語教學績優人員獲獎榮耀，並凝聚客語教育推廣熱

誠，規劃辦理國內實地參訪暨分享充電之旅，藉由群英薈萃考察、分享

交流等，激盪出更多客語教學創意及想法，將有助於後續客語推廣及傳

承。  

貳、 專案名稱：客家委員會「客語教學績優人員實地參訪暨分享充電之旅」勞

務採購案(以下簡稱本案) 

參、 執行期程：自決標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辦理 3 天 2 夜活動。 

肆、 預計參加成員：107 年至 110 年獲得推動客語教學績優者及推動客語教學

相關計畫輔導團隊(名單由本會另行提供)，計 60 人。 

伍、 專案費用： 

一、 本案採購金額共計新臺幣 99 萬元整(含稅)。廠商所投企劃書報價超

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二、 遊覽車以實際發車數，餐費以實際使用桌(份)數，住宿費以實際使用

間數，門票及保險費等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 

陸、 地點：花蓮、臺東地區。 

柒、 辦理工作項目及說明： 

一、 統籌規劃：廠商須規劃行程及辦理聯繫、交通接駁、住宿、餐飲、

導覽解說、接待與旅行平安保險等事宜，並於企劃書提出初步規劃，

並敘明安排參訪地點、餐飲、住宿旅館理由。相關規劃須經本會同

意後實施。 

二、 行程規劃： 

（一） 本案行程以類「深度旅遊」概念規劃，除了欣賞沿途景緻外，安



2-2 

排成員與花蓮、臺東地區學校、社區進行接觸及交流，以瞭解該

地區在地文化生活體驗，並讓成員獲得身心舒暢及自我放鬆。 

（二） 安排成員參訪他語推動雙語或沉浸式教學經驗至少 1 校(園)及觀

摩原住民透過休閒觀光方式，結合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與智慧，

吸引年輕人回流，以活絡社區帶來新的生機之獵人學校或其他相

似單位，至少 1 處。 

（三） 辦理分享交流座談會 1 場次，透過專家與客語教學績優者間的對

話，激盪客語教學新思維。辦理地點建議以成員入住旅館為佳。 

（四） 本案出發點為臺北火車站或高鐵高雄站為原則，請廠商依其規劃

行程擇一適合出發點。另成員自住家前往出發點之大眾運輸交通

費，由廠商提供，本項經費匡列總經費為新臺幣 5 萬元，並檢據

覈實支付。如成員支用費用超出該項匡列經費，將依實際支用數

另案辦理契約協議變更。 

三、 餐飲需求： 

（一） 廠商須安排 3 天午餐及 2 天晚餐，並應含至少 3 瓶以上之果汁或

飲料，份量應足夠飲用，早餐須含於住宿飯店內。為利於成員交

流聯誼，午餐及晚餐建議桌餐為原則，惟仍得配合用餐地點作最

適安排。另廠商須依團隊成員需求，提供素食餐點，且不得要求

增加經費。 

（二） 餐廳須具備合法登記證明文件，膳食必須新鮮、清潔衛生、精緻

及份量足夠，並於活動前 5 天提供午餐及晚餐菜單，如本會認有

調整菜單必要，廠商須於活動前 2 天提供更換後的菜單。 

（三） 座談會須備有足夠份量茶點、飲料(咖啡、茶)等供成員取用，為讓

成員自在享用茶點並避免影響午餐或晚餐食慾，茶點內容須與午

餐或晚餐菜單區隔，並以多元、精緻、可口為主，如能結合在地

特色小吃或點心更佳。 

四、 交通工具： 

（一） 車輛車齡須為 3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以車輛出廠日期至租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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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計算)，內含座位 33 座(3 排椅)或 43 座(4 排椅)，且車況良好，

保養妥當之合法營業用大客車，並按期經交通監理單位安全檢驗

合格者。車上應備有效期限內可使用之滅火器至少 1 支，逃生門

應通暢無阻，不可堆積雜物，安全窗應能靈活操作。 

（二） 負責駕駛車輛人員必須持有合格之大客車駕駛執照，且近 1 年未

有重大違規或肇事紀錄，在本案活動期間不得有酒駕、酗酒或其

他不良行為。 

（三） 廠商應於活動前 5 天提供租用車輛（數量視參加人數決定）及駕

駛員之各項資料及證件影本送本會審查。各項資料如下：車號、

出廠年月、行車執照號碼、駕駛姓名、營業用大客車駕駛員執照

號碼、依相關法規投保強制險及乘客責任險等資料。 

（四） 活動中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事故，而在 1 小時內無法修復或成行

時，廠商應於 2 小時內，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在當地另行雇用同

等級且車況良好之遊覽車輛，以繼續未完成之旅程，所需費用及

因而產生之損失，由廠商負擔。 

（五） 遊覽車上須備有冷氣、視聽及音響設備，且須提供足夠乘坐人員

飲用之礦泉水或飲料。 

五、 住宿服務： 

（一） 住宿旅館須經交通部評鑑為 4 星級以上(或同等級)旅館，且所有成

員須同日入住同一旅館。 

（二） 房間為雙人套房，以 1 人 1 床為原則，每個房間皆有衛浴及空調

等設備。 

（三） 飯店須具備休閒育樂中心、健身中心、游泳池(風呂)或 DIY 體驗

活動等設施，提供成員入住後使用，獲得身心舒暢及自我放鬆。 

六、 配置領隊及隨車服務人員 

須安排領有專業合格執照領隊 1 人，每輛遊覽車至少安排 1 名隨車

服務人員(導遊)，須具備流利客語。 

七、 活動紀錄及其他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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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廠商須於參訪交流期間，拍攝照片、製作活動影像紀錄。 

（二） 廠商應製作活動手冊、參加人員名牌、協助聯繫相關人員與單位

及其他活動所需之各項行政作業。 

八、 出團前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致有延期、

調整或停止之情事，廠商應配合辦理。 

九、 廠商於履約過程中，應配合本會新聞發布、活動舉辦之需要，撰寫

新聞稿或致詞稿等文宣，並運用社群媒體宣傳或自有公關通路，強

化本案宣傳效益。 

十、 撰寫結案報告。 

廠商應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提送結案報告書一式 3 份(含電子檔)，

報告內容應包含計畫執行成效及建議事項。 

捌、 查核期程 

期程 工作項目內容及產出規格 

第 1期 

(簽約後 15日內) 

提送細部計畫書(含行程規劃並檢附交通、餐飲及

住宿服務預訂文件)。 

第 2期 

(111年 6月 30日前) 

全案計畫工作項目，並檢送結案報告書一式 3份

(含電子檔)，報告內容應包含計畫執行成效及建

議事項。 

玖、 侵權責任承擔： 

履約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壹拾、 保密責任： 

廠商對於執行本案之相關個人資料，及本會提供之相關業務內容等資料， 

負有保密之義務；如有洩密情形發生，導致損害時，應負完全賠償及法

律 責任。 

壹拾壹、 企劃書撰寫規定： 

一、 本會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有關企劃書

內（含 封面）所述及本會名稱部分，請一律使用「客家委員會」。  

二、 企劃書格式：企劃書一律以 A4 紙張中文橫式撰寫（含封面、目 2-4 

次、頁碼、內文及附件)，左側裝訂，並填寫「廠商企劃書與甄選

項目對照表」(如附件 1)裝訂於目次第 1 頁，1 式 10 份及光碟片

1 片，並依相關規定送達本會。製作企劃書及契約簽訂前所需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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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廠商自行負擔 

三、 企劃書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 專案服務說明：本案工作項目、內容及時程規劃，請依辦理項目

分項敘明。 

（二） 廠商執行能力 

1. 廠商簡介 

2. 團隊人力配置、專長、學經歷及工作職掌。非屬投標廠商員工者

應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原則、採購評選委員會須知等相關規

定，併請檢附同意書，同意書檢附與否，將列入評分之參考。另，

「本案涉及客家語言、文化相關活動之規劃執行，請說明本專案

處理人員之客語溝通能力(非僅列客籍，應敘明客語聽、說能力或

提供客語認證相關資料)及廠商是否有「多元族群友善性」相關措

施。 

3. 承接類似專案經驗（詳述與本案類似之經驗，及工作成果說明）

等 

（三） 計畫執行工作流程及時程進度管制規劃。 

（四） 經費分析表：廠商應參照本會提供經費明細表格式(如附件 2)編列

各項明細費用。  

（五）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 

評分項目及說明 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1.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

加薪(2 分) 

(1)普遍性加薪，係指事業單

位 80%以上員工獲得加薪。 

(2)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

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  

近一年內加薪公文或

公告、團體協約、勞

資會議紀錄、工資清

冊等，足以證明事業

單位內勞工加薪文

件。 

調整勞保投保薪資

資料非屬證明文

件。 

2.於投標文件載明後續履約

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

之員工薪資 (不含加班費)

至少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

上(2分)：給與全職從事本採

購案之員工薪資，係指該等

員工之平均薪資，包含獎金

及額外津貼。 

工資清冊、投標文件

內載有人員薪資之報

價清單等，足以證明

事業單位內勞工薪資

文件。 

如以報價清單作為

佐證文件，廠商得

標後應於履約或驗

收階段提供員工薪

資之佐證資料（領

據或匯款證明等）

予本會查驗，並列

為驗收事項，如有

不符，本會得比照

契約第 4 條第 1款

規定(減價收受)計

算方式辦理。 

3.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

衡」措施(1分)：相關措施項

目如：友善家庭措施(如育嬰

假或侍親假)、友善性別(含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

或公告、團體協約、

勞資會議紀錄、員工

性別人數及比率文

 



2-6 

多元性別)、友善族群、友善

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

員工協助方案、企業托兒、

健康促進、彈性工時與工作

安排措施（因家庭照顧或健

康因素，提供彈性調整工作

時間、地點或內容等）。 

件、進用身心障礙或

弱勢團體人士之人數

及比率文件，或其他

足以證明之文件。 

4.辦理綠色採購(1分)：廠商

採購綠色產品於環保署「民

間企業及團體綠色採購申報

平臺」完成申報綠色採購。 

於等標期內至環保署

「民間企業及團體綠

色採購申報平臺」下

載最新年度「綠色採

購金額申報證明文

件」。 

 

註：以上所附證明文件應為原始核准(公布、簽訂等)文件之影本或影像檔，如屬另

行製作文件均不予採認。 

（六） 其他：投標廠商得就有助於提升本專案效益之作為，但未列為本

專案需求者，主動提出建議。 

壹拾貳、 其他：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採購法」暨其相關子法及本案契約書規

定辦理。；截至收件日前本會對招標事項如有變更，得修改另行公

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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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客家委員會 

「客語教學績優人員實地參訪暨分享充電之旅」勞務採購案 

廠商企劃書與甄選項目對照表 

 

甄選項目/配分 

佩

配分 
廠商企劃書 

章節 頁次 備  註 

1.廠商

專業執

行能力 

（1） 企劃內容

完整性、可

行性及專業

性。(40分) 

    

（2） 工作團隊

專業經驗與

執行能力。

(30分) 

    

2. 經費編列合理性(詳細

之各式成本分析)（20

分） 

    

3.廠商企業社會責任

(CSR)指標（6分） 
    

 

註：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寫，併入本採購案企劃書徵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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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客家委員會 

「客語教學績優人員實地參訪暨分享充電之旅」勞務採購案 

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品項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分享交流座談會 

1-1 
      

1-2 

.
...

.. 

     

小計 
  

2 觀摩參訪 

2-1 交通費 式 1 50,000 50,000 

成員自住家

至出發點之

大眾運輸交

通費匡列經

費 5萬元並覈

具核實支付 

2-2 
      

2-3 …
…      

小計 
  

3 專案管理費 
     

小計 
  

4 營業稅金 5% 
     

小計 
  

總計 
 

備註： 

1、請明列本案各項費用成本分析。 

2、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寫(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列)，品項內容應包含執行本案所需之細項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