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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15 年「僑商微型創業研習課程－餐館經營研習班、

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花藝與茶藝研習班」  
需求規範說明書  
壹、目的：  

協助僑胞研習適合於海外創業之餐館經營、複合式咖啡店、蔬食

養生、花藝與茶藝等相關專業知識及實作技術課程，藉以培植僑

胞創業實力及提升經營事業能力，促進與國內業者之商機交流。  
貳、研習對象及學員名額﹕  
  一、20 歲以上至 65 歲，通曉中文之海外相關僑營事業從業人員或

有意在僑居地創業或開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為原則。  
  二、學員名額：各班次預計 50 人，惟為配合實際需要，得增加至

60 人。  
參、辦理時間：各班次實際研習課程 11 天，辦理時間如下：  
  一、餐館經營研習班：  
   民國 104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至 5 月 8 日（星期五）。  
   4 月 27 日報到及開訓，5 月 8 日結訓。  
 二、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  

     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至 6 月 12 日（星期五）。  
   6 月 1 日報到及開訓，6 月 12 日結訓。  
 三、蔬食養生研習班：  

    民國 10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至 8 月 28 日（星期五）。  
    8 月 17 日報到及開訓，8 月 28 日結訓。  

 四、花藝與茶藝研習班：  
   民國 104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3 日（星期五）。  
      11 月 2 日報到及開訓，11 月 13 日結訓。  
肆、辦理地點：  
   一、「餐館經營研習班」：研習地點及住宿（本會負擔含於委辦經

費內）由得標廠商規劃安排。  
 二、「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與茶

藝研習班」：研習地點由得標廠商規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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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班次研習課程與時數：  
  一、實際研習日程計 11 天（周日不上課），研習總時數合計 77 小

時。  
  二、研習期間應包括下列課程：  
    (一 )本會共同課程 2 小時：  
      1.始業式 0.5 小時。  
      2.綜合座談、結業成果發表會及結業式合計 1.5 小時。 

   (二 )專業課程 75 小時：  

   1.餐館經營研習班：  
        (1)中餐館經營等相關專業課程 35 小時。  
        (2)實地觀摩參訪國內優質具知名度並值得學習之中餐館及器

具設備或食材供應商等行程 40 小時。  
       2.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 (含實作課程 ) 
     (1)含咖啡認識、研磨、萃取、烹煮、盛杯、裝飾及相關器具

之操作，以及熱門點心製作，並安排原住民臺灣原產咖啡

相關課程。 

        (2)微型創業基礎課程及實地觀摩參訪相關企業廠商或展覽活

動或業者經驗分享。。  
       3.蔬食養生研習班： (含實作課程 ) 
     (1)實作課程 (含成果發表 )不得低於 54 小時，安排適合在海外

創業之蔬食料理為主題設計課程，內容應包括：烹調實作、

材料計算及選購、材料之特性與功能、用具操作之認識等

相關課程。 

         (2)微型創業基礎課程及實地觀摩參訪相關企業廠商或業者經

驗分享。 

        4.花藝與茶藝研習班： (含實作課程 ) 
      (1)東方花藝與茶藝應用實務，含花茶藝實作、材料認識、器

具選購及用具操作等。  

          (2)微型創業基礎課程及實地觀摩參訪相關企業廠商、展覽活

動或業者經驗分享。  
陸、  得標廠商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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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規劃：  
    （一）依據本需求規範說明書要求之研習目標、核心課程、項目

與時數：  
    1.「餐館經營研習班」規劃專業課程 42 小時、企業參訪活動

48 小時，俾供本會核擇 35 小時專業課程、40 小時企業參

訪及講座名單，訂定課程表。  
        2.「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

與茶藝研習班」規劃專業課程 78 小時以上、創業基本課程

12 小時以上，俾供本會核擇 67 小時專業課程、8 小時創業

基本課程及講座名單，訂定課程表。  
    （二）聘邀講座及安排駐班助教：經本會核定之講座如有變更，

應循契約變更程序經本會同意後始得執行。未經本會同意

即擅自變更者，該變更之部分，本會得視其情形不予核計

價金。  
  二、網路影音課程製作： (每班均製作 1 種網路影音課程 ) 
    （一）依據本會於課程表選定之 1 種課程，聘請專業講座，於室

內或戶外以雙機方式錄製影音課程 1 集，長度至少 25 分鐘，

須為 Stream 或 HTML 5 等可播放之國際通行播放格式，及

符合 SCORM 標準之數位學習格式並能跨平臺使用，以供

本會網站線上播放之用。  
     （二）「餐館經營研習班」與「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於決標次

日起 30 日內、「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與茶藝研習

班」開課 3 個月前（均含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及其他休

息日）將網路影音課程腳本及製作期程等書面資料送本會

審查，廠商應配合本會要求進行簡報或提供相關內容資料，

並依照本會審查通過之腳本、期程及審查意見製作網路影

音課程。  
     （三）網路影音課程所有內容及各項素材，皆必須遵守著作權法

相關規定，並取得合法授權證明文件。  
     （四）自全案完成驗收之次日起，提供網路影音課程免費保固服

務一年，若課程及相關檔案於保固服務期限內有瑕疵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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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抗力因素須再修正，或需配合本會所指定線上學習

平臺進行修正時，應提供免費維護及修正服務。  
  三、班務行政：  

（一）  建置學員確認參加之電子信箱（或傳真），學員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確認，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並適時將確認情

形報送本會。  
（二）  學員報到時，分發學員手冊（含課程表、學員須知及學員

名冊等）每人 1 份，並送本會留存 4 份。  
（三）  安排學員報到後拍攝半身照片，供製作學員通訊錄，並拍

攝始業式團體照（結業時須提供本會 4 張及每位學員 1 張

A4 放大護貝團體照）。  
（四）  製作學員結業證書，護貝並裝封 (夾 )套，於結業時發送學

員。  
（五）  安排上課場地（含場地布置）、課務行政、始業式、結業

式暨成果發表會 (實作課程 )及綜合座談（均含司儀）；其

中實作教室應為具備相關設備之合格場所。以上由廠商安

排之上課地點應符合消防衛生相關法令安檢規定。  
（六）  研習期間應善盡管理之責，確實掌握學員出勤狀況，每日

填列活動日誌表，並於當日課程結束後，傳真至本會僑商

處，如遇有緊急或特殊事件，應隨時通知本會。廠商於活

動日誌所列學員出勤紀錄與本會抽查結果不符者，本會得

依契約書第 12 條約定辦理。  
（七）  提供研習所需布條、教具、識別證、文具、授課教材講義、

環保杯、學員熱心服務紀念品，並依講座授課內容備置每

名學員所需之材料器具等。  
（八）  辦理學員對課程師資、廠商及整體規劃等之滿意度評估意

見調查；研習結束後所提具之執行情形報告中應含滿意度

分析、統計表及建議方案。  
（九）  結業時提供每位學員紀念光碟 1 份、本會 4 份（附執行檔

及使用說明），項目內容包括：研習期間照片或影片、授

課老師提供之講義電子檔、學員自我簡介影片、學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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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等。  
（十）  提供與研習課程相關之臺灣廠商相關資料，以利學員聯繫

及商機交流，並應就學員結訓後將研習成果運用於實務之

相關問題或意見，提供書面諮商或相關協助。另學員結業

返回僑居地後如有成功案例，請廠商適時知會本會。  
（十一）得標廠商得知學員名單後，事先以電子郵件瞭解學員需

求，如需依學員需求調整授課方向及內容，應報經本會同

意後執行。  
（十二）研習期間安排 2 名駐班助教辦理課務及研習有關事宜，

每日課間並適時提供茶水（點）。  
（十三）膳宿行政及協助事項：  

        1.「餐館經營研習班」：  
       (1)開訓當日需辦理歡迎餐會；結訓當日需辦理結業餐會，  

以及研習期間（不含自由活動日）學員之午晚餐。  
         (2)得標廠商應安排及聯繫學員訂房及集中住宿（ 12 天 11

晚，含早餐），以兩人一房為原則（住宿費由本會負擔，

含於委辦經費內）。        

(3)安排學員住宿之旅館須具合法旅館登記及消防安檢合格，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 

         (4)得標廠商須事前聯繫學員告知房價與相關服務計價資訊，

學員可視個人需要及旅館住房情形許可下選擇單人房，惟

應自付差額。  
         (5)得標廠商駐班助教須陪同住宿，其費用含於契約價金內。  
         (6)協助代訂實作課程制服、課程所需書籍或用品等，相關

費用由學員自行支付。  
 

    2.「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

與茶藝研習班」：  
     (1)開訓當日需辦理歡迎餐會，結訓當日須辦理成果發表餐

會  (均含本會出席人員 )。安排研習期間 (不含自由活動日 )
學員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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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代洽具合法旅館登記證明、消防安檢合格，且已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之旅館於研習期間提供學員優惠價格，並

代辦訂房，費用由學員自付。  
     (3)協助代訂實作課程制服、課程所需書籍或用品等，相關

費用由學員自行支付。  
      3.餐飲安排須新鮮、衛生且份量足夠；若有素食者，亦應提

供素食服務。如發生食物中毒情事，概由得標廠商負責賠

償及一切善後事宜。  
  四、安排學員安全照料、交通及保險須注意配合事項：  

（一）學員安全照料：  
1. 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負有維護學員安全之責任，應對學員

之人身安全防護採取合宜之措施或於必要時制訂並執行相

關防護規則，並於有可能導致學員發生危險及意外時，隨

時提醒學員注意安全及遵守安全防護規則，以免發生意外。  
2. 如因發生意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學員受傷，得標廠

商應即時協助提供必要之救護及後續安置措施（如就醫）

等相關事宜，並負責處理後續補、賠償、保險理賠及其他

相關善後事宜。  
（二）交通：  

1. 廠商應安排每日往返本會認可之集合地點至研習活動地點

之交通工具（不含自由觀展日），及觀摩參訪行程交通工

具。  
2. 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內應提供 43 人座以下、車齡 5 年內、

車況良好且已投保乘客意外險，並經交通監理單位檢驗合

格之合法營業大客車。  
3. 大客車駕駛員須具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且未曾發生重大違

規紀錄，行車期間須服裝整齊、不抽煙、不嚼檳榔、不飲

酒、不使用手機或無線電聊天，並配備手機以供必要連繫

之用。  
4. 行車前及中途休息時，車輛駕駛員應隨時檢查車況，行車

中不得有違規情事發生，以確保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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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客車上須維持清潔衛生，另須提供影音欣賞及飲用水服

務。  
6. 廠商報價均含駕駛員服務費、小費、過路費、車上設施使

用費、停車費、保險費及稅金在內，決標後除使用車輛數

增加外，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本會增加契約價金。  
（三）保險：得標廠商應於履約期間為參加人員投保新臺幣二百萬  

元之旅遊平安險或意外險，同時附加百分之十意外醫療險，

保費納入本案價金內，由得標廠商先行墊付。  
（四）為確認研習地點、交通及意外保險服務均符合本需求規範之

規定，廠商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五、危機管理之應變因應措施：  

  （一）如遇有地震、颱風、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或研習期間

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食物中毒或其他影響研習活動進行之情

況，應針對各特殊狀況，預先模擬提出應變權宜措施。  
  （二）如因國內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等）致學員無法於預

定期間離臺，得標廠商於不可抗力因素消滅前，應負責該期

間學員之住宿、膳食、生活照顧及送機事宜等，並由廠商向

學員收取相關費用。  
六、其他經雙方協議同意之事項。  

柒、  委辦經費：  
一、「餐館經營研習班」：每班預定培訓學員 50 人，委辦經費金額

為新臺幣 2,160,000 元，為配合實際需要，學員人數得增加至

60 人，超過 50 人後，每人所需之變動費用應單獨列計（超過

50 人以後每人預算金額新臺幣 20,000 元以內），實際支付總價

依經費分析表按實際參加人數計算，含後續擴充額度之採購經

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2,360,000 元，所需費用項目均包括課程規

劃費、授課師資鐘點費、人事費、場地費、學員保險費、交通

費、學雜費、餐費 (含始、結業餐會及午、晚餐 )、住宿費、講

義印製費、參訪費、光碟錄製費、團體照、雜支等各項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  
二、「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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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研習班」：每班預定培訓學員 50 人，委辦經費金額每班新臺

幣 1,750,000 元，為配合實際需要，每班學員人數得增加至 60
人，超過 50 人後，每人所需之變動費用應單獨列計（超過 50
人以後每人預算金額新臺幣 12,000 元以內），實際支付總價依

經費分析表按實際參加人數計算，含後續擴充額度之每班總採

購經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1,870,000 元，所需費用項目均包括課

程規劃費、授課師資鐘點費、人事費、場地費、學員保險費、

交通費、學雜費、餐費 (含始、結業餐會及午餐 )、講義印製費、

參訪費、光碟錄製費、團體照、雜支等各項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三、本會得視得標廠商之辦理成效及報名人數增加之需要，得就各

班次辦理後續擴充增開 1 班期，相關費用在本會 104 年度或

105 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捌、  驗收及付款： 

一、驗收：分兩階段驗收  
           （一）上半年度開班之「餐館經營研習班」及「複合式  咖啡店研

習班」驗收程序：   
   1.第一階段：研習班辦理完畢 1 個月內，廠商應提具 3 份執行

情形報告、相關著作使用同意書、其他依需求規範說明書規

定須提交本會留存之照片、光碟、學員手冊及書面資料等文

件，送本會審核通過並驗收合格後，再檢據送本會辦理撥款

及核銷。 

   2.第二階段：  
   (1)於研習班辦理完畢 40 日內將網路影音課程毛片送本會審查，

並依照本會審查意見修正，直至網路影音課程完成且經本

會審查通過。  
   (2)於接獲本會審查通過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提具網路影音課程

母片檔案光碟（含所有原始程式碼檔案，以及本會日後剪

輯、編修該影音檔案時所需必要之特殊原始程式碼檔案）、

經費分析表、相關著作使用同意書及著作權約定書等文件，

送本會驗收合格後，再檢據送本會辦理撥款及核銷。  
 (二 ) 下半年度開班之「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與茶藝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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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程序：  

   1.第一階段：  
    (1)於接獲本會網路影音課程腳本審查通過通知次日起 60 日

內，得標廠商應將網路影音課程毛片送本會審查，並依照

本會審查意見修正，直至網路影音課程完成且經本會審查

通過。  
    (2)於接獲本會審查通過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得標廠商應提

具網路影音課程母片檔案光碟（含所有原始程式碼檔案，

以及本會日後剪輯、編修該影音檔案時所需必要之特殊原

始程式碼檔案）、相關著作使用同意書及著作權約定書等

文件，送本會驗收合格後，再檢據送本會辦理撥款及核銷。  
    2.第二階段：於研習班辦理完畢 1 個月內，得標廠商應提具 3

份執行情形報告、相關著作使用同意書、經費分析表、其

他依需求規範說明書規定須提交本會留存之照片、光碟、

學員手冊及書面資料等文件，送本會審核通過並驗收合格

後，再檢據送本會辦理撥款及核銷。 

二、  付款方式：  
（一）第一期款：付款金額為該班次契約價金之百分之三十（未

為整數者，以四捨五入計），於決標後，經本會核擇課程

表後，通知廠商檢具第一期款發票 (或收據 )送本會依行政

程序核准後支付。 

（二）第二期款：付款金額為該班次契約價金之百分之四十（未

為整數者，以四捨五入計），於第一階段驗收完成後，通

知廠商檢具第二期款發票 (或收據 )送本會依行政程序核准

後支付。 

（三）第三期款：付款金額依實際報到人數及經費分析表計算實

際應付金額，並扣除已支付第一期款及第二期款後之餘額，

於第二階段驗收完成後，通知廠商檢具第三期款發票(或收

據)送本會依行政程序核准後支付。  
玖、企劃書撰寫及投標方式：  

一、投標廠商須提出企劃書，依投標須知規定辦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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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標廠商可依能力及意願，針對單一班次提出企劃案，亦可同

時針對 2 個以上班次，分別撰寫企劃書，參加評選；評選方式

依本案評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企劃書內容應以中文正體橫式由左至右繕打於 A4 紙張，並附

目錄、頁碼及封面，裝訂成冊，製作各班次乙式 8 冊。  
四、企劃書交付後所有權歸本會，本會將善盡保護業務機密之責。  
五、製作企劃書及契約簽訂前之成本由投標廠商自行負擔。  
六、廠商企劃書如有涉及仿冒抄襲等情事者，本會得取消該廠商投

標資格。  
七、企劃書內容須包括下列各項：  
（一）各班次課程規劃說明：  
     1. 「餐館經營研習班」包括 42 小時專業課程、48 小時參訪

觀摩行程及其簡介、講座簡歷、預排含 77 小時之整體課程

表 (含 2 小時本會共同課程  )、場地設備佈置、滿意度調查

表（課程師資、廠商及整體規劃滿意度調查等）及活動日

誌表等。  
    2. 「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及「花藝

與茶藝研習班」包括 78 小時專業課程、12 小時創業基本

課程、講座簡歷、預排含 77 小時之整體課程表（含 2 小時

共同課程）、場地設備佈置、參訪企業簡介、滿意度調查

表（課程師資、得標廠商及整體規劃滿意度調查等）及活

動日誌表等。  
（二）人力職掌：含專案主持人及工作人員之學經歷與專長。  

    （三）經費分析：請以變動費用與固定費用分列說明經費成本估

算之分析基礎（「餐館經營研習班」委辦經費金額不得超

過新臺幣 2,160,000 元，「複合式咖啡店研習班」、「蔬食

養生研習班」及「花藝與茶藝研習班」委辦經費金額每班

不得超過新臺幣 1,750,000 元），並列明超過 50 人後（至

多增加至 60 人）每增加 1 位學員所需金額，另請併附住宿

及制服 (實作課程 )等相關費用標準資訊。  
（四）設計招生文宣（採圖文並茂、條列重點及一頁圖檔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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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製作，內容包括研習班別、課程特色、開班資訊、招

生對象、注意事項、本會及廠商 LOGO 及名稱等）提供本

會辦理招生使用。  
（五）說明製作網路影音課程之內容設計與教學重點、製作主題

(不得與全球僑商服務網現有線上課程重複 )、構想、呈現

方式及講座建議人選（含簡歷）等。  
（六）學員生活管理人力配置及相關照料與輔導事宜說明。  
（七）協力及分包廠商說明：請說明並檢附研習及住宿場地、用

餐之餐廳（或飯店）及交通車輛租賃公司等協力及分包廠

商之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八 ) 執行能力與危機管理之因應措施說明：含廠商簡介及辦理   

相關工作經驗；為確保研習活動安全進行，針對有影響研

習活動之危機事件，如何解決及相關替代應變權宜措施，

製作危機處理守則（含通報系統）、教室使用規則、研習

活動（含企業及所需器具設備觀摩採購行程）附近醫療院

所及警政單位聯絡資料表。  
八、企劃書評選時，投標廠商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到場說

明或簡報。  
九、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