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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需求說明書、切結書、甄選作業原則、補助作業要點(A49000000B106030102700-

1.doc、A49000000B106030102700-2.docx、A49000000B106030102700-3.doc、A4

9000000B106030102700-4.doc)

主旨：有關辦理「106年十月慶典僑胞旅遊活動」甄選作業，請

查照並協助周知。

說明：

一、本會為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雙十國慶活動，並配合推動

國內觀光，爰辦理公開甄選旅行業者，提供僑胞返國旅遊

參考運用。

二、本案甄選事宜及需求說明書自106年6月8日起至106年6月2

2日下午5時止，於本會官網（www.ocac.gov.tw）及全球

僑商服務網（www.ocbn.org.tw）最新消息及公告事項之活

動公告。

三、檢附本案需求說明書、切結書、甄選作業原則及僑務委員

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各一份，

如有疑義，請電洽業務承辦人詹小姐（02-23272717）。

正本：交通部觀光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

府、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臺南市

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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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

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彰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嘉義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屏東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台東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金門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旅行商業

同業公會、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基隆市政府、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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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一０六年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 

需求說明書 

壹、活動計畫  

一、 依據：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民國一０六年度施

政計畫。 

二、目的：本會為鼓勵海外僑胞回國參加雙十國慶活動，並

配合推動國內觀光產學發展，特辦理旨揭活動。 

三、主辦單位：本會。 

四、承作單位：經本會公開甄選合格之旅行業者。 

貳、辦理方式及旅行社應備具文件 
一、本案採公開甄選方式辦理。 

二、參與甄選旅行社應附具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一）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綜合旅行社或甲種旅行社執業執

照。 

（二）中華民國旅行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 

（三）「一０六年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切結書。 

參、承作單位辦理事項 

一、規劃旅遊活動內容： 

（一）承作單位應依經本會甄選通過之旅遊行程安排，提供

回國參加十月慶典活動之僑胞所需旅遊及相關服

務，如有行程、日期或經費之變更，應報請本會核備。 

（二）旅遊活動主軸：配合本會辦理之十月慶典活動，結合

各縣市政府觀光亮點及臺灣在地深度體驗活動，展現

地方特色，讓參與旅遊之僑胞實地瞭解臺灣具在地

化、精緻化及深度化之旅遊。 

（三）旅遊期間：於一０六年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期間

辦理之國內三天兩夜以上之旅遊活動。 

 



                                                二                                                       

（四）旅遊地點： 

1.區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及「離

島」等五大地區，承作單位得自行選擇安排區域提

出企劃案，至多提出 4條旅遊行程規劃方案。 

2.提出 2條以上旅遊行程之承作單位，其旅遊行程需

分別規劃參加十月九日「國慶晚會」之旅遊行程及

參加十月十日「國慶大會」之旅遊行程。 

（五）旅遊補助對象：當年八月一日以後（含）入境，回國

參加十月慶典活動之僑胞，且於本會回國僑胞接待

服務處完成報到手續，領得「僑胞證副聯」者。 

（六） 承作單位須將十月九日於臺中市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場辦理之「國慶晚會」或十月十日於臺北總統府前

廣場辦理之「國慶大會」擇一納入旅遊行程規劃，

或規劃如何協助僑胞參與前開國慶活動，且僑胞均

需全程參與(擇一參加)，始得申請旅遊補助（註：「僑

胞證」含正、副聯二部分，其中副聯係供參加及申

請慶典旅遊補助使用，遺失不補發）。如承作之旅行

團未全程參與上開活動之一，承作單位將不得參與

次一年度活動。 

（七）承作單位須提供旅遊行程名稱、路線內容及聯絡人姓

名、電話、電子信箱等資料，以利製成名冊公告僑

胞周知（名冊排序係以投遞企劃書順序為準）。 

（八）承作單位自行視宣傳所需，製作旅遊活動之宣傳網頁

或文宣，並提供本會網頁連結，以供公告予僑胞周

知。 

（九）接受現場報名及個別僑胞報名，並提供僑胞旅遊活動

專屬宣傳網頁之業者可申請於本會辦理僑胞報到現

場設置接待櫃臺，惟如超過該場地攤位數，則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十）承作單位務請注意旅遊活動之安全及品質，並須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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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觀光局所規定之相關法令，辦理僑胞旅遊活動

及處理旅遊糾紛相關事宜。 

（十一）承作單位應出席本會慶典活動之協調會議，瞭解慶

典活動相關規定。 

二、承作單位請款注意事項（詳附件「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

胞參加旅遊活動作業要點」）： 

(一) 本會補助部分：持僑胞證副聯正本參加慶典旅遊之

僑胞，本會補助每人至多新臺幣二千四百元。 

(二) 僑胞自付部分：由僑胞自行選擇旅遊行程，扣除本

會補助金額即僑胞自付額，並由承作單位自行向參

加旅遊之僑胞收取。 

(三) 請款期間：十月十一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以郵戳為

憑)。 

(四)請款檢附表件（務請依下列順序備妥各表件）： 

1.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正本（請款金額為本會補助

金額，不含僑胞自付額）。 

2. 「請款明細總表」，並依式填妥各欄相關資料並

加蓋旅行社營利事業統一編號章。 

3. 「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須將「僑胞證」副聯

正本【正面經僑胞親筆簽名（需與僑胞證正聯文

字相符）並註明參加「國慶晚會」或「國慶大會」】

依序黏貼於相對應之欄位，黏貼序號須與「請款

明細總表」序號欄位相對應，不得有誤。 

4. 「旅遊行程查核表」，須依旅遊路線製表，依式

填妥各欄相關資料並以每日一景點（商家）之紀

念戳章或商家店章及旅遊行程全程團體照共三

張，以為查核憑證。 

5. 活動日程表（以 A4 直式呈現）。 

（五）承作單位將各「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依「請款明

細總表」內所載序號排列整齊，附加於「請款明細



                                                四                                                       

總表」之後連同相關文件，於請款期間送達本會慶

典處參訪組（僑商處），俾依行政程序撥款。 

（六）以上請款表件不全時，經本會通知後五日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不予撥款。 

（七）僑胞報名參加旅遊活動於繳費後出發前決定更換旅

行社，須由轉團旅行社填報「轉團同意書」敘明轉

團事由，並經僑胞本人、轉團旅行社及接辦旅行社

三方共同簽章同意；接辦旅行社須於事後向本會請

款時併附「轉團同意書」。至於僑胞須否酌付轉團

手續費，依各旅行社規定辦理。 

（八）承作單位申請補助款，如有冒名頂替旅遊活動或申

請文件虛偽不實、造假或浮報者，本會除得拒絕撥

付或追繳補助款外，並將移請司法機關處理。 

   三、僑胞報名方式：由僑胞自行洽承作單位報名。 

   四、承作單位應指派專責人員作為與本會聯繫及處理相關事

項之窗口，該專責人員對本會要求應辦理事項及改善事

項應於指定之期限內處理並回覆處理情形。 

   五、承作單位對於因本活動獲取之相關資訊應負保密義務，

非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要求，或未經他方事前同意

時，不得公開或洩漏予第三人，另除正當行使權利或依

法令之行為外，不得利用本需求說明書內容，為不利本

會之行為。 

   六、本會不介入承作單位與僑胞間契約權利義務之履行，如

發生任何糾紛，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解決，本會不涉入處

理。 

 七、如有未盡事宜，應本誠信原則及有關法令協商解決之。 

肆、參與甄選旅行社企劃書撰寫方式及應備數量： 

一、參與甄選旅行社應於公告截止收件期限前，備妥企劃書

一式八份，連同資格證明文件併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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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甄選旅行社企劃書請以 A4 紙張印刷後裝訂成冊，內

容以中文橫式直書由左至右繕打並附頁碼。 

三、所需費用（包含製作及交寄文件等一切相關費用）均由

參與甄選旅行社自行負擔。 

四、企劃書內容至少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參與甄選旅行社經驗：曾辦理類似旅遊行程之相關

資料。 

（二）旅遊行程規劃：旅遊行程安排（含參加國慶晚會及

國慶大會之規劃）、住宿地點及環境介紹、餐飲、交

通車輛、保險及其他等說明。 

（三）遊程特色：納入各縣市旅遊亮點及臺灣在地深度體

驗活動等說明。 

（四）經費說明：請逐項敘明住宿、餐飲、交通、保險及

其他各項費用，並請列明每人費用（新臺幣），倘具

優惠身分者（如六十五歲以上老人及十二歲以下或

一百一十公分以下之孩童），亦請說明優惠折減金

額。 

（五）其他優惠服務項目（例如：伴手禮或其他優惠等）。 

伍、應附文件及交付時間 

  一、參與甄選旅行社依本需求說明書規定應附具之資格文件及

企劃書等文件，裝入自備信封內，封面應註明「一０六年

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並註明旅行社名稱、地址、聯絡

人及聯絡電話。 

二、收件時間：一０六年六月八日（星期四）起至同年六月二

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止，請於該時間內以郵遞送達(以

本會收件時間為憑，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本會僑商處

（臺北市徐州路五號十五樓），逾時不予受理。 



 

僑務委員會「一０六年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切結書 

 
                                                 

___________(旅行社名稱）參加僑務委員會辦理之「一０六年十月慶

典僑胞旅遊活動」甄選作業，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交通部觀光局所定相

關法規及本活動之需求說明書、「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

參加旅遊活動作業要點」所列之相關規定，若有違反將由僑務委員會

依相關規定辦理。 

 

 

 

此致  僑務委員會 

 

                         

立切結書人：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 一 編號： 

 

 

中     華     民     國   一０六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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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辦理「一０六年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 
甄選作業原則 

一、 活動名稱：一０六年十月慶典僑胞旅遊活動 

二、 甄選作業：  

（一） 甄選日期及地點：收件截止後另擇期通知資格審查通過者。 

（二） 甄選作業： 

          1、資格審查：依需求說明書所列旅行社應備具文件進行審查， 

             文件不齊者視為資格審查不通過。 

2、企劃書甄選：  

（1）參與甄選旅行社需到場說明或簡報。 

（2）本會依通過資格審查者之投遞先後次序，依序通知旅行社

到場說明或簡報，時間以 5 分鐘為限，本會詢答時間不

限；未依本會通知時間參與甄選會議之說明或簡報者，將

依旅行社書面文件逕行辦理甄選。 

（三）甄選合格標準：依甄選委員對各參與甄選旅行社所評總平均分數

達七十分（含以上）者為合格；未達合格分數者，不得作為承辦

單位。 

（四）甄選項目及配分： 

1、旅遊行程之安排（含行程、參加國慶晚會及國慶大會之規劃、

膳宿、交通等）--30 分。 

2、遊程中納入各縣市旅遊亮點及臺灣在地深度體驗活動—25 分 

2、旅遊經費合理性--20 分。 

3、旅行社內部管理及服務品質--15 分。 

4、其他優惠服務項目(例如：提供伴手禮或其他優惠等說明)--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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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參加旅遊活動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歡迎海外僑胞每年回國參加雙十國慶活
動，配合推動國內觀光，特訂定本要點。 

二、 慶典旅遊補助之僑胞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 當年之八月一日（含）以後入境。 
(二) 於本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完成報到手續，領得十月慶典「僑

胞證」，並須出席「國慶晚會」或「國慶大會」。「僑胞證」含正、副聯
二部分，其中副聯係供參加及申請慶典旅遊補助使用，遺失不補發。 

三、補助事項： 
（一）補助對象：持僑胞證副聯正本參加本會甄選合格之旅行社所提供之三天

二夜以上國內旅遊活動始得申請旅遊補助。 
（二）補助金額：本會補助每人至多新臺幣二千四百元。 
（三）補助款轉發單位：依本要點規定承作僑胞旅遊之旅行社。 

四、慶典旅遊補助相關事項： 
（一）本要點所稱之慶典旅遊活動：指於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期間辦理之

國內三天二夜之旅遊活動。     
（二）承作慶典旅遊之旅行社須經本會公開甄選合格之廠商。 
（三）慶典旅遊行程由承作旅行社依下列規定規劃安排： 

1.旅遊期間：依第一款之規定辦理。 
2.旅遊地點：區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及「離島」等五
大地區。 

3.旅遊行程由承作旅行社安排，並結合各縣市政府旅遊亮點及臺灣在地深
度體驗活動納入遊程，讓僑胞瞭解臺灣各城市之發展及地方特色。 

（四）承作旅行社應出席慶典活動協調會議：承作慶典旅遊之旅行社，應於活
動前參與本會舉辦之慶典協調會議，瞭解並遵守慶典活動相關規定。 

（五）旅行社請款期間：十月十一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以郵戳為憑)。 

（六）旅行社請款注意事項： 
1.請款檢附表件（務請依下列順序備妥各表件）： 
（1）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正本（請款金額為本會補助金額，不含僑胞自

付額。） 
（2）「請款明細總表」（如附表一），並依式填妥各欄相關資料並加蓋旅

行社營利事業統一編號章。 
（3）「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如附表二），須將「僑胞證」副聯正本【正

面經僑胞親筆簽名（需與僑胞證正聯文字相符）及註明參加「國慶

晚會」或「國慶大會」】依序黏貼於相對應之欄位，黏貼序號須與「請

款明細總表」序號欄位相對應，不得有誤。 
（4）「旅遊行程查核表」（如附表三），須依旅遊路線製表，依式填妥各

欄相關資料並以每日一景點（商家）之紀念戳章或商家店章及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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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全程團體照共三張，以為查核憑證。 

（5）活動日程表（以 A4 直式呈現）。 
2.旅行社將各「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依「請款明細總表」內所載序號排

列整齊，附加於「請款明細總表」之後連同相關文件，於請款期間送達

本會慶典處參訪組（僑商處），俾依行政程序撥款。 
3.以上請款表件不全時，經本會通知後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不予

撥款。 
（七）僑胞報名參加旅遊活動於繳費後出發前決定更換旅行社，須由轉團旅行

社填報「轉團同意書」（參考格式如附表四）敘明轉團事由，並經僑胞
本人、轉團旅行社及接辦旅行社三方共同簽章同意；接辦旅行社須於事
後向本會請款時併附「轉團同意書」。至於僑胞須否酌付轉團手續費，
依各旅行社規定辦理。 

（八）旅行社申請補助款，如有冒名頂替旅遊活動或申請文件虛偽不實者，本
會除得拒絕撥付或追繳補助款外，並將移請司法機關處理。 

（九）僑胞參加旅遊活動請與旅行社簽訂契約，以保障權益；旅遊期間如發生
糾紛，得向消費者保護官或「中華民國旅行業品質保障協會」提出申訴，
相關網址為：http://www.cpc.ey.gov.tw；http://www.travel.org.tw。 

（十）為確保僑胞旅遊品質及權益，承作旅行社須於本會通知後五個日曆天內
將相關旅遊路線詳細行程表、行程特色說明及可合法使用之景點照片送
本會備查。 

五、本要點未規定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行應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全文及相關表件將於本會網站及全球僑商服務網發布，實施期間如
有相關疑問，請逕上本會網站查閱或電洽本會十月慶典處，參訪組：（02）
2327-2705、2327-2706、2327-2707、2327-2708、2327-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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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務委員會補助  
    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參加旅遊活動  
         請款明細總表  

 

承作旅行社：                    交通部合格執照編號：                

旅遊行程名稱：                     

旅遊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旅遊主要景點：                    

僑 團 名 稱 ：                    
 

序號 僑居國 姓名  
性

別 
出生年月日 僑胞證編號

(均以新臺幣計) 僑胞  
聯絡  
電話  

僑胞報到身份別

全額旅費 本會補助額 
個別

僑胞

團體

僑胞

    
 

    
  

    
 

    
  

    
 

    
  

    
 

    
  

    
 

    
  

    
 

    
  

    
 

    
  

    
 

    
  

註一：旅行社請款時除檢附本請款明細總表外，須另附：□代收轉付收據正本(請款金額為本會補助金額，
不含僑胞自付額。)  □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須註明參加國慶晚會或國慶大會）  □旅遊行程查核表  
□活動日程表（以 A4 直式呈現）。 

註二： 
1.代收轉付收據正本：須加註買受人、摘要、數量、單價、金額、經手人。 
2.僑胞旅遊景點團體照：請黏貼於 A4 白紙，並註明景點名稱。 
3.「全額旅費」與「本會補助額」欄位，金額須逐一填寫，不得以任何符號代替。 
4.「僑胞聯絡電話」、「僑胞報到別」務請翔實查填，俾利後續核銷暨查核作業。 
 

附表一 

 
 
 
 
 
 

此欄請蓋旅行社營利事業統一編號章

□有 

□無   

參加慶典活動協調會議 



 4

 
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參加旅遊活動僑胞證副聯黏貼憑證  

序號：  序號：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序號：  序號：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序號：  序號：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僑胞證副聯  
正本黏貼處  

注意事項： 
1. 「僑胞證」副聯正本正面須經僑胞親筆簽名(需與僑胞證正聯文字相符)及註明

參加國慶晚會或國慶大會。僑胞如未親筆簽名者，該筆請款無效。 
2.  請依序黏貼，黏貼序號須與「請款明細總表」序號欄位相對應，不得有誤。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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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參加旅遊活動旅遊行程查核表  

日期  時間  景點（商家）名稱 蓋章處  團體照  

    

    

    

    

    

    

 



  

僑務委員會補助  
十月慶典回國僑胞參加旅遊活動  

轉團同意書    

轉團旅行社 主 辦 人 公司電話 行動電話 

    

參加團別 出發日期 人    數 公司傳真 

    

僑 胞 基 本 資 料 

序 
號 

姓    名 僑胞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聯 絡 電 話 

1      

2      

3      

4      

5      

轉團事由： 
 
 
備註： 

接辦旅行社 主 辦 人 公司電話 行動電話 

    

參加團別 出發日期 人    數 公司傳真 

    

同 意 轉 團 三 方 簽 章 

僑胞同意簽章 原辦旅行社簽章 接辦旅行社簽章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附表四 


	A49000000B106030102700.DI
	A49000000B106030102700-1
	A49000000B106030102700-2
	A49000000B106030102700-3
	A49000000B1060301027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