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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6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訪研習參考行程表 
學制：日四技   科系： 旅館管理系  班級：  4A 團別：   預計學生人數 : 39 人  

預計出團時程 :107 年  5 月   日~ 6 月   日 (不確定可先填月份 )  共  11 天  

（預計參訪國家簡稱:  德瑞義）   共  3 個國家 

 

※參訪緣由及目的： 

此次行程以德國及義大利為主，瑞士為過境國家，透過德國及義大

利將體會到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論是語言、文化、飲食等，透過旅

途去學習及體驗，開拓世界觀。身為旅館管理系不可少各類型旅館

的安排，將學以致用、觀察歐洲旅館業的不同，在未來給予幫助。  

 

 德國為著名的工業大國也是環保模範國，卻又兼具童話小鎮般的

自然景觀；義大利則為歐洲最古老的國家，哥德式建築及羅馬藝術，

透過此次參訪探索工業及藝術發展，放遠了眼界，不拘限的想法及
文化融合活用到職涯上，創造新的理念，達到此次旅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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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6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訪研習參考行程表 
學制：日四技   科系： 旅館管理系  班級：  4A 團別：   預計學生人數 : 39 人  

預計出團時程 :107 年  5 月   日~ 6 月   日 (不確定可先填月份 )  共  11 天  

（預計參訪國家簡稱:  德瑞義  ）   共   3 個國家 

 

日期 起迄城市 入內參觀 下車參觀 餐食 特殊安排 備註 

D1 高雄/香港/法蘭

克福 

  晚餐:機上   

D2 法蘭克福-萊茵

遊船-海德堡 

*萊茵河遊船 

*海德堡城堡及   

  大啤酒桶 

 早餐:機上 

午餐:德國香腸風味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1.萊茵河遊船 

2.古堡纜車上

下 

 

 

D3 

 
海德堡-史特拉

斯堡-蒂蒂湖 

 *聖母大教堂 

*小法蘭西區 

*蒂蒂湖遊船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酸菜肉盤風味 

晚餐:鱒魚風味+黑森林蛋糕 

  

D4 

 
蒂蒂湖-萊茵瀑

布-康士坦斯~波

登湖~梅爾斯堡-

慕尼黑 

 *萊茵瀑布 

*康士坦斯老街 

*波登湖畔漫遊 

*大教堂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德國豬腳風味 

 

*巴士搭船波 

 登湖 

 

D5 慕尼黑-威斯教

堂-福森 

*BMW WORLD 

 
*瑪莉安廣場 

*市政廳 

*安排參觀酒店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D6 福森-新天鵝堡-

瓦登斯-茵斯布

魯克 

*新天鵝堡 *Swarovski 

*黃金屋頂 

*霍夫堡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德式雞排風味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巴士上山  

D7 

 

 

茵斯布魯克-維

諾那-威尼斯 

 *朱麗葉故居 

*競技場 

*瑪菲宮 

*百草廣場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披薩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D8 威尼斯-波隆那 搭貢多拉(六人一

艘,不含樂師) 

*聖馬可廣場 

*嘆息橋 

*聖佩托尼奧教堂  

*海神噴泉  

*市政廳  

*波隆納大學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墨魚麵風味+提拉米蘇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D9 波隆那-蒙的那-

西米歐尼-米蘭 

 

◎法拉利博物館 *加達湖漫步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帕瑪火腿起士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D10 米蘭-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米蘭 

*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 

*米蘭大教堂 

*艾曼紐二世迴廊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發餐費 10 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D10 米蘭/香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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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機上 

D11 香港/高雄   早餐:機上套餐 

夜宿溫暖的家 

  

 

 

※備註--注意事項(請自行條列填寫需求) 

◎住： 

1.飯店需為四星級，包含各型態旅館(符合旅館系參訪要點) 

2.如遇特殊事件，飯店不易取得，需事先告知師生，並取得解決方案。 

3. 飯店安排請以治安良好之地區及保全設施良好之旅館為優先。 

4. 全程飯店房間為二人一室。 

◎其他： 

1.團費需包含全程司機、當地導遊、領隊、解說人員之費用(包含小費) 

2.團費含簽證、機場稅及我有入內參觀門票、遊船、貢多拉，不得添加自費行程 

3.回國前請領隊協助當地退稅事宜 

4.全程為每位團員投保參訪意外平安險新台幣一仟萬元整、醫療險新台幣十萬元整及海外救援服務 

新台幣十萬元整 

5. 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之規劃行程時如有本建議行程之經費不足處，可調整食宿及景點標準於建議

書中投標。 

 

◎食： 

1. 全程包含早、午、晚餐，早餐部分全程飯店內食用(美式)，午餐及晚餐以道地風味餐為主，參

酌穿插中式六菜一湯。 

2. 餐廳一定要事先接洽好，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安排餐廳，則須發每位同學 10歐元餐費(含

導師及隨團老師)，必須當下發給。 

3. 提供有飲食禁忌之同學同等級替代食物。 

◎行: 

1. 歐洲租用遊覽車須有足夠行李空間，需專業司機並熟當地語言（至少熟悉英語及第二外語），司

機經驗須達五年以上，熟路況地形、服務佳。 

2. 領隊需有五年以上歐洲帶團經驗。 

3. 旅程中如遇休館請與隔天行程做適當交換，若隔天無同地區行程亦請安排等值觀光景點。 

4. 連續車程每兩小時需安排休息 20分鐘。 

◎ 其他注意事項： 

1. 提供變壓器及轉換插頭代購服務。 

2. 如於旅途當中有未盡事宜或變動行程須與同學及老師說明及徵求同意。 

3. 行程中不能推銷自費活動。 

4. 行程中購物點須事先於行前說明會說明清楚。 

5. 行李直掛。 

 

※雜   費：如下列之相關行政費用。  

1.校外參訪實習學生手冊每位學生一冊（並含校方 2 冊）。  

2.學校校徽識別標誌貼紙（一只行李箱兩張）。  

已註解 [BW1]: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企劃書及雙方合議決標為準。 

4 

 

3.辦理各項出入境手續費用（含役男部份）。  

4.行前講習會。  

5.團名紅布條。  

6.校外參訪急救箱（內含藥品如附件）。  

7.其它選項需求 -各班請一項一項 (□打勾 )，明確寫出需求避免日後爭議  

□ 無(不需要) 

□ 行李箱(    吋) 

 行李箱捆帶 

□ 背包或手提袋 

□ 其他(自填):                                  

※各班考量成本，不影響出團品質，依需求填寫。  

 

 

任課教師簽章  二位學生代表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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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市場及價格預算表 

106 學年度學生校外參訪研習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費用項目 

數

量 單價 總價 備         註 

1 機票費用  1 25,800 25,800  

2 遊覽費用  1 9,700 9,700  

3 導遊費用  1 4,200 4,200  

4 住宿費用  1 11,300 11,300  

5 餐飲費用  1 9,000 9,000  

6 機場稅  1 4,000 4,000  

7 保險費  1 1,200 1,200  

8 接送費  1 0 0  

9 小費  1 4,000 4,000  

10 行李費  1 1,000 1,000  

11 簽證費  1 0 0  

12 代辦國外上課費用〈無此項用者免填〉  1 0 0  

13 雜費  1 800 800 
8001.校外參訪研習學生手冊每位學生一冊(並含校

方 2 冊) 

       2.學校校徽識別標誌貼紙(一只行李箱兩張) 

       
3.辦理各項出入境手續及證件收件費用(含役

男部份) 

       4.行前講習會 

       5.團名紅布條(須有本校校名及校徽 LOGO) 

       6.校外旅遊急救箱(內含藥品如附件) 

       
7.其它詳細規範，請參閱各團行程表及契約書

定之。 

 合          計 1 71,000 71,000 
依「校外參訪研習活動要點」第四點第五款規

定，每人校外參訪費用以 71,000 元為上限。 

註：1.本案為確保旅遊品質兼顧簡化流程提高採購效率，將依各團特性分別採不同固定費用予以得標

廠商承包，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第 2款及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3項、第 74條、

第 75條等規定，成立評審委員會（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辦理審查廠商報價內容合理性及

提出建議金額事宜。 

2.本案雖各團採不同固定費用予以得標廠商承包，但因本案為採準用有利標辦理評選優勝廠商，

依法議價程序不得免除。故本案於議價會議時，除確認價格外尚包括契約內容之議定。進行契

約內容之議定時，不得降低招標文件之需求及廠商提送之服務建議書內所承諾之事項，最終依

照原定固定費用決標。 

   3.請於 106 年 10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3:00 前，紙本連同電子檔一併繳交回國際事務處國際交 

     流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