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觀光推廣活動 

協辦旅行社 招標案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以下簡稱本會)，配合交通部觀光局「112年組團參加國際旅展

委託案」，進行歐美地區「組團參加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觀光推廣活動」協辦旅行社招

標，需提供團員機票、住宿、交通等代訂服務。 

※ 服務需求表&報價單請詳見附件。 

一、 代辦旅行社服務項目： 

(一) 代開國際段機票、內陸段機票；代訂住宿飯店、當地車輛：代收機票、住宿及

代辦團員護照等費用(各項費用報價需刷卡及現金同價)。 

(二) 團員資料修改之聯繫。 

(三) 團員資料整理(包含中/英文姓名核對、護照資料蒐集、住宿/機票統計等)，並提

供本會所需表格(如分房表)。 

二、 投標截止日：即日起至2022年12月22日(四) 17:00 

三、 投標方式：請自行參閱各案服務需求表，並填妥各案報價單後，一式二份連同

投標資格證明文件一併彌封後郵寄或送至本會(10692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

段285號8樓之1) 葉筑鈞 小姐收。並於信封上註明「2023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

觀光推廣活動-協辦旅行社」。 

四、 決標方式：原則採最低價決標，後續將再與得標廠商另行議價。 

五、 決標日期：另訂(不公告)。 

六、 投標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 為本國登記有案之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需為合法之綜合或甲種旅行業，並檢

附旅行業執照、公司設立證明等文件影本。 

(二) 最近一期所得稅或營業稅完稅證明文件。 

(三) 投標之該案報價單皆需加蓋公司大章及小章。 

七、 本案業務內容之查詢，請逕洽本會 02-2752-2898 沈敏軻小姐(分機11) 及 顏

妙蓁小姐(分機21)；有關投標相關之查詢，請洽本會總務組葉筑鈞小姐，電話：

02-2752-2898分機40。 

※ 備註：得標廠商若實際執行之狀況或配合度不佳，則本會有權中止委託並重新招標。 



 

2023 年組團參加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觀光推廣活動 

協辦旅行社 需求表 

一. 預定活動期間：3/4-3/12，全案行程 9 天 

二. 路線：台北→巴黎→柏林→巴黎→台北 

三. 預定規劃行程： 

日期 行程 

3/4 (六) 啟程：台北→巴黎 

3/5 (日) 抵達巴黎，轉機至柏林 

3/6 (一) ITB柏林旅展佈展 

3/7 (二) 參加 ITB柏林旅展 

3/8 (三) 參加 ITB柏林旅展 

3/9 (四) 參加 ITB柏林旅展，閉展後前往巴黎 

3/10 (五) 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 

3/11 (六) 返程：巴黎→台北 

3/12 (日) 抵達台北 

四. 服務需求：(※所有報價皆須含稅，並可以現金或信用卡支付) 

(一) 代開機票 

航段 行程 

國際段 
台北→巴黎 

巴黎→台北 

歐洲內陸段 
巴黎→柏林 

柏林→巴黎 

※ 國際段票價由本會洽詢各航空公司以專案價格提供，得標旅行社

協助開立代轉(含手續費) 

※ 內陸段機票由協辦旅行社報價及代訂 

 

  



 

(二) 落地交通 

行程 大巴 小巴 

台灣觀光協會↔桃園機場 (來回) ● ● 

柏林機場→住宿飯店 ● ● 

住宿飯店→旅展會場 ● ● 

旅展會場→柏林機場 ● ● 

巴黎機場→住宿飯店 ● ● 

住宿飯店→巴黎機場 ● ● 

(三) 代訂住宿飯店 

日期 城市 條件 預算 

3/5~3/9 

(4N) 
柏林 

(1) 指定飯店： 

Park Inn by Radisson Berlin 

Alexanderplatz  

單人房$8,000/晚 

雙人房$9,000/晚 

(2) 旅行社推薦： 

與指定飯店同星等 或 鄰近 Berlin 

Alexanderplatz 車站 (距離 800m 內，

走路可達) 

3/9~3/11 

(2N) 
巴黎 

(1) 指定飯店：Hotel Elysees 

Regencia (暫) 

單人房$6,500/晚 

雙人房$7,500/晚 

(2) 旅行社推薦：與指定飯店同星等 

※ 需含指定飯店及推薦飯店之單/雙人房報價 

※ 需含早餐 

(四) 代辦護照 

護照報價及服務費報價。 

 

 

 



 

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觀光推廣活動 

協辦旅行社 報價單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有意願承接 2023 年柏林旅展及歐洲城市觀光推廣活動之

機票、交通、住宿、護照等協助及處理相關報名事宜。以下報價皆須含稅，並可以現

金或信用卡支付。 

 

1. 國際段機票：整理、蒐集護照及收付款事宜之手續費新台幣________元/人 

※預計搭乘長榮航空，2023 年 3 月 4 日/BR87 TPE-CDG 及 2023 年 3 月 11 日

/BR88 CDG-TPE 

※由本會直洽航空公司後提供專案價 

2. 巴黎<>柏林來回機票(以新台幣報價)： 

 去程 回程 

地點：  巴黎-柏林 柏林-巴黎 

日期： 2023 年 3 月 5 日 2023 年 3 月 9 日 

需求：   

建議航班：   

報價： 新台幣________元/人 

 

3. 車資報價(含導遊、小費及稅金)： 

(1) 台灣觀光協會至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送(必填)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2)當地機場至住宿飯店單趟接送(必填) 

德國柏林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法國巴黎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2)住宿飯店至旅展或推廣會單趟接送(必填) 

柏林住宿點 - Messe Berlin GmbH, ICC Berlin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巴黎推廣會 (地點待定)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3)一日用車(8 小時為基準) 

遊覽車報價： NTD$ 座位數  

小巴報價： NTD$ 座位數  

 

4. 住宿飯店報價(需含早餐，以新台幣報價)： 

城市 1： 德國柏林 

日期： 3/5~3/9 

(1)指定飯店(必填)：  

飯店名稱 
Park Inn by Radisson Berlin 

Alexanderplatz 
星級  

地址 Alexanderpl. 7, 10178 Berlin, 德國 

單人房報價 NTD$ 雙人房報價 NTD$ 

(2)建議飯店(必填)：  

飯店名稱  星級  

地址  

單人房報價 NTD$ 雙人房報價 NTD$ 

 



 

城市 2： 

 

法國巴黎 

日期： 3/9~3/11 

(1)指定飯店：  

飯店名稱 Hotel Elysees Regencia (暫) 星級  

地址  

單人房報價 NTD$ 雙人房報價 NTD$ 

(2)建議飯店：  

飯店名稱  星級  

地址  

單人房報價 NTD$ 雙人房報價 NTD$ 

 

5. 護照報價(請就護照價格及服務費分別以新台幣報價)： 

報價： 護照費:        +服務費        =總計新台幣          元 

備註： 

(所需文件及收件截止日期) 
 

 

6. 代辦費（含代收餐費、訂房、資料整理及開票等作業，以新台幣報價)： 

代辦費： 新台幣          元/人 

 

7. 代辦旅行社需執行之其他事項 

(1) 團員資料修改之聯繫 

(2) 團員資料整理(包含中/英文姓名核對、護照資料蒐集、住宿/機票統計等) 

(3) 提供本會所需要之表格(如分房表) 

 

 

 

 

旅行社名稱：                           （公司大/小章） 

 

聯絡人姓名：                   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