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工商職業學校 外包車輛合約書 

承包接送學生上、放學交通車 

 
得標路線               ；合約期間：105/08/01~106/07/31 
立契約書人：嘉義縣私立萬能工商職業學校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為承包接送甲方學生上、放學交通車之車行或個人，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玆遵

守： 
 
 
一、合約書包括本份主合約書（承包接送學生上、放學交通車）及附件共計 6  份（含教育部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考核辦法、簽標單、車輛資料審查表、投標切結書、車輛靠行契

約書或車行車輛權狀）。 
二、雙方同意、遵守並履行合約書及附件之條款約定。 
三、乙方同意依決標之路線行駛(附於合約後)，並於105年9月份的車資中，ㄧ次扣抵繳納履     

    約保證金，計 NT$              元。 
    (計算方式：(決標路線單價-$15)*來回公里數*22天*10個月*2/10) 

乙方須在無違反規定的情況下，於次年7月中旬後，至甲方總務處 庶務組申請辦理無息 

領回履約保證金之證明，再於出納組領回無息履約保證金。 
四、本合約書所載明之交通車，限定為後述車號之車輛（以下稱為乙方車輛）。契約期間， 

    乙方欲更換行駛之車輛或司機時，須備齊包含新車籍資料之換約合約書並經甲方用印同 

    意後，始可更換司機或車輛接送本校學生上、下課。固定更換車輛或司機時，須於一週 

    前備齊包含新車籍資料之換約合約書並經甲方用印同意後，始可更換司機或車輛接送本 

校學生上、下課。若因車況調度須臨時更換者，須立即知會庶務組，說明更換司機與車 

    輛之原因、狀況地點及司機姓名、電話、車牌號碼。若因車輛故障或司機突然罷工須臨    

    時更換司機或車輛時，請於事發三日內，補齊包含新車籍資料之換約合約書並經甲方用  

    印同意換約。上述情況未能經甲方核備或乙方私下更換車輛者，視同違反合約之規定， 

    於契約期間沒入履約保證金，不得有異。若為累犯，將依考核辦法累次扣款。 
五、甲方負責編排路隊及督導上下車秩序，乙方負責接送甲方學生交通。乙方途中搭載學生 

    之安全及一切交通事故，或乙方違規行車及有關行車安全所衍生之一切問題及費用，概 

    由乙方負全責。 
六、乙方使用之車輛，需內、外加裝行車紀錄器。保障學生及車身於乙方搭載學生途中遇爭 

    議爭執時，釐清雙方責任。且車齡不得逾越 15 年，司機年齡不得屆臨65歲，並應符合 

   「柴油車排煙檢測合格及相關環保規定，並取得自主管理合格標章，以維護校園空氣品質 

    及學生健康安全效益」。各路線車輛平時應注意保養，維持車輛良用狀況。若無法履行 

    上述約定，且於招標文件中提列相關佐證資料時，則不能參加本次甲方提列之各路線招 

    標。 

七、乙方派定之學生交通車輛除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並得投保汽車乘客責任險及 

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其具投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每一人死亡殘廢保額 300 萬元，意外總額 

不得低於 6,700 萬元，（保險單影本須具附）乙方未依約定投保，甲方得終止該路線之 

合約。若該路線已是行駛中之換約車輛，且未依上述之規定於車輛搭載甲方學生上、下 



課前，完成該有之投保。經甲方發現，得終止該路線之合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八、乙方須配合甲方之其他載運，如：國中技藝班接送、國中生參觀、口試報到、建教生進 

    廠或臨派接載，其車資費用依「萬能工商交通車其他載運計價表」計算。 

九、甲方因辦活動或招生需要，須於車輛二旁懸掛廣告布條或張貼車體廣告，乙方不得拒絕， 

    並應隨時保持廣告布條或車體之整潔與完整 。乙方車輛平日應於明顯處，放置甲方提供 

    之A3「路線牌」標示。 

十、車資以月結方式給付，乙方開立發票向甲方領取，甲方於次月 5 日前付款。 
十一、所有得標之路線，乙方須擁有車輛所有權。車輛為個人所有時，須附”車輛靠行契約  

      書”；車輛為車行所有時，須附”車行車輛權狀”。任一路線之得標車行或個人，非 

      經甲方同意，不得再轉售且不得隨意棄約。 

十二、合約期間(105.8.1~106.7.31)乙方違反上述各項規定之一者，甲方得終止該路線之合約， 

      並沒入履約保證金，且次年不得進入學校投標任何路線。 

十三、甲、乙雙方若有爭議，同意以法律規定雙方協商之。 
十四、本合約書共二頁十四條款，不盡之處依最新政府頒訂”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實行，有效期間自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106年 7 月 31  

      日，雙方各執乙份（含主合約書乙份及附件計六份）為憑。期間若有變更修定，須雙 

      方同意並用印，始作為本合約之第七份附件，雙方須再各執乙份（含主合約書乙份及 

      附件六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方：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用印： 

 

負 責 人：張簡溪俊                                         用印： 

 

地址：嘉義縣水上鄉萬能路 1 號 

 
電話：05-2687777 
 

乙方：                                                    用印： 

 

負 責 人：                                                 用印： 

 

連帶保證人：                                              用印： 

（車主） 

地址：                               

 

身分證號：                          電話：                       

 

車牌號碼：                          引擎號碼：                   

 
出廠年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教育部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4 日修正教育部臺教社(一)字第 1020005938C號、交通部交路字第 

1020003980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條，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學生交通車，指下列交通載具： 

一、公私立學校之校車：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 

二、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前項學生交通車分類如下： 

第一類：載運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國民小學學生者。 

第二類：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第四條：學生交通車得以購置或租賃方式辦理，其車型、規格、安全設備（含防火器）及其

他設施設備，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前項購置之學生交通車，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牌照，並於領牌後十五日內，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第一項租賃之學生交通車，租賃契約應載明交

通車之使用及管理應遵守本辦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定，並於完成租賃後十

五日內，將租賃契約副本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學生交通車有過戶、

車種變更、停駛、復駛、報廢、繳銷或註銷牌照、變更租賃契約等異動情形，應依

交通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十五日內，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條：第一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年； 

第二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五年。第二類學生交通車，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出廠年限逾十年者：適用或準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六條第一項第

七款出廠逾十年遊覽車，應隨車攜帶合法汽車修理業出具之四個月內保養

紀錄表影本之規定。 

二、出廠年限逾十二年者：除依前款規定處理外，適用或準用上開規則第八十

六條第二項出廠逾十二年遊覽車，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之山

區公路，行駛高速公路時速不得逾九十公里之規定。租賃之第二類學生交

通車，以出廠未逾十年者為優先。學生交通車出廠年限未符第一項規定者，

應予汰換後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購置者並應依規定先向公

路監理機關辦理異動登記；未依規定汰換並向公關辦理異動登記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原核准，並通路監理機知公路監理機關註

銷牌照。 

第六條：購置之學生交通車，其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下列規定，並不得增加其他標識或

廣告： 

一、車身顏色及標識：應適用或準用教育部公告之公私立各級學校校車顏色及標識

標準圖辦理。 

二、駕駛座兩邊外側：應標示設立許可字號、車號、出廠年份及載運人數。租賃之

學生交通車，應於前後車窗及駕駛座左右外側標示清晰可識之學生專車校

（班）、中心名稱、電話、載運人數，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租

賃者，並應加註立案字號。 

第七條：學生交通車除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並得投保汽車乘客責任險及汽車第三

人責任險。 

第八條：學生交通車載運人數不得逾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造具乘坐學生交通車學生之名冊。 



第九條：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妥善規劃學生交通車之

行車路線，擇定安全地點供學生上下車，並將行車路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條：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除不得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外，並應同時

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年齡六十五歲以下。 

二、具職業駕駛執照。 

三、最近六個月內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規記點達四點以上，且最近二年

內無肇事紀錄。但肇事原因事實，非可歸責於駕駛人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學生交通車之駕駛人就任前及每年七月應至公立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健康檢查，

其檢查結果應留存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中心以備查

考，並於十五日內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駕駛人有異動時，亦同。

駕駛人罹患足以影響行車及學生安全之疾病，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班、中心應令其暫停駕駛工作，病癒取得醫院健康檢查證明，始得繼

續駕駛。 

第十二條：學生交通車內適當明顯處應設置合於規定之滅火器、行車影像紀錄器、緊急求救

設施，及其他符合規定之安全設備。 

前項行車影像紀錄器應具有對車輛內外之監視功能，其紀錄應保存二個月。學生

交通車之駕駛人，於每次行車前，均應確實檢查車況、滅火器、安全門及相關安

全設備，並應於確認各項設施設備齊備及可用後，始得行駛。前項檢查紀錄及檢

修紀錄，至少留存一年，以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 

第十三條：第一類學生交通車，每車至少配置隨車人員一人，第二類學生交通車，每車得配

置隨車人員一人，隨車照護學生，並協助學生上下車。前項隨車人員應滿二十歲，

且不得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情形。隨車人員於每次學生上下車

時，應確實依乘坐學生名冊逐一清點，並留存紀錄以備查考。 

第十四條：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立即疏散學生，並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督導乘坐者遵守乘坐安全規

定及緊急逃生方向，每學期初辦理一次安全逃生演練，並應將演練紀錄留存，以

備查考。駕駛人員與隨車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第十六條：載運身心障礙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學生交通車，應按實際需要增加輔助器具及升降

設備。 

第十七條：各該主管機關應定期至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進

行學生交通車使用情形檢查。各該主管機關應會同公路監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實施

學生交通車路邊臨檢，並督導及追蹤改善情形；路邊臨檢以每月至少辦理二次為

原則。各該主管機關得視實際狀況，督導公私立學校、短期補習班、課後照顧服

務班及中心學生交通車至公路監理機關進行臨時檢驗，檢驗未通過期間，不得載

運學生。 

第十八條：本辦法施行前，已使用之學生交通車出廠年限未符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至遲應

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汰換；屆期未汰換者，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二、萬能工商學生交通車考核辦法 
105 年 6 月 7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為有效約束與管理外包學生交通專車之司機及承包之車行，嚴謹且順利的完成接

送學生上、放學之任務，以制定本校學生交通車考核辦法。 

貳、辦法： 

第一條：有關考核總項： 

（1）、本辦法考核期間，自該學年度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 

（2）、考核對象包括司機、車輛（以路線代表）及車行。 

（3）、缺失、違規部份以扣款方式執行，優點部份則以加分方式為之。 

（4）、司機部份，缺失之處置，區分為第一次口頭提醒、第二次車資扣款、第三次

終止該路線合約並沒入該路線履約保證金；優點之處置，區分為司機個人加

分、優先承攬額外車趟（註 1：所有承攬本校路線之車輛，須於投標簽約時，

證明並經本校審核通過擁有車輛所有權，車輛為車行所有時，所有權為車行，

車輛為個人所有時，所有權需載名為個人所有，即所承包之路線不得有再轉

售之情事）及次年度簽約時，優先選擇承攬路線。 

（5）、除嚴重違規須立即依合約處置外，考核結果，於每月之「司機會議」做例行

性提報，並於每年 7 月年度結束前公佈總評，作為新年度優良路隊與不再

續約之依據。 

（6）、次年度投標簽約，同路線競價者簽價相同或進行議價協商時，則依據年度評

估考核，擇優選定。 

（7）、一、考核總評，成績為前 1/5 之路線（路線數除以 5 四捨五入進位取整數）。 

二、考核總評，成績為前 2/5 之路線且車齡不超過 7 年之新車(需有效行駛

整年 2/3)、。 

三、對本校招生有具體績效或貢獻並經招生委員會討論裁定為招生有益者或

招生人數達 10人(含)以上。符合上述情形者，原行駛路線得可於下年度

招標之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時，直接進行議價。 

第二條：有關時間日期： 

（1）、除普通班寒、暑假期間外，每月招開之司機會議需於表定時間，內到場參加。  

      正常參加者，該條路線加 1分。 

（2）、非特殊因素，而未依表定時刻行車，經學生或家長舉發，若誤點在 5~10 分

鐘，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1000元；若誤點在 11~20分鐘，則該路線當月車資

扣款2000元；若嚴重誤點在 21 分鐘以上，造成學生無法搭車到校，則扣減該

路線當天該車趟車資。若過站而未搭載該站任一學生到校時，則該路線當月車

資扣款5000元。 

（3）、學生交通車每日早上進校時間最晚為08：15；每日下午進校時間最晚為15：

45。非特殊因素另行報備同意晚進校之路線，每次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1000元。 

（4）、學生放學前，學生交通車未依規定之表定車輛位置停放時，每次該路線當月 

      車資扣款1000元。 

（5）、放學時，未依車隊班長指示依序進校，或脫隊擅離學校者，該路線當月車資

扣款1000元。若情況嚴重造成部分學生未搭乘，則扣減該路線當天該車趟車

資。 

第三條：有關車輛方面： 

（1）、若車輛疏於保養，影響搭乘之舒適、安全性，經第一次通告後仍未改善者，

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3000元。若持續未改善，得連續按次扣款3000元。若

造成車輛或人身安全之危害時，則由廠商自負全責，校方得終止該路線之合

約並沒入該路線之履約保證金。 



（2）、車輛疏於保養，造成行車故障(拋錨)次數頻繁，當學期內每次該路線當月車資

扣款2000元。 

（3）、未經校方同意，擅自更換非合約中之車輛，屬違反合約之規定，將沒入履約

保證金。若再未依規定之期限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時，則該路線當月車資再

扣款2000元。若持續未改善，得連續按次再扣款2000元。 

（4）、未經校方同意或非屬特殊事件（如車輛故障），於接送途中，擅自換車或併

車載運，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5000元。 

（5）、與本校簽約之任何一部學生交通車路線，均需依交通道路規則規定行駛。載

運本校學生之學生交通車行駛期間，車上不可混搭非本校之其他任何人士。

一經檢舉或發現，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20000元。 

第四條：有關司機方面： 

（1）、未配合規定事項行車，如：車門旁站立學生影響行車安全，駕駛座旁坐女學 

       生..等，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3000元。 

（2）、車上學生秩序甚差、不聞不問、未加勸導、發生重大事件，如毆鬥衝突，視 

       若無睹，未回報校方，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 3000元。 

（3）、擅自讓學生在非排定之站別上下車，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3000元。情節嚴

重如縱容購買或吸食菸、酒、檳榔等，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5000元。 

（4）、行車時，飆速、闖紅燈…等未遵守交通規則或因不當駕駛造成搭乘不適，經

提醒後仍未改善，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5000元。 

（5）、行車時，儀容不端正、口出穢言、吸食菸、檳榔等，經提醒後仍未改善，則

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3000元。 

（6）、司機在校之行為或行車途中皆需注意不可抽菸，一經發現行為之事實，將依

「菸害防制法」之規定辦理。 

（7）、發覺有酒味，經校方以酒測器量測而出現酒測數值（0 以上），雖尚未達酒 

       測違規值（以當時政府修訂之酒測數值為準，下同），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 

       款5000元。已達酒測違規數值，立即禁止該車趟之行駛並沒入履約保證金。 

       若改派他車行駛，則扣減該車趟車資，翌日起更換司機，校方得終止該路線 

       之合約，並沒入履約保證金，不得異議。 

（8）、發生性騷擾事件、性侵害事件、恐嚇事件，立即禁止該司機行駛本校路線， 

       並將事件移送警察局協助後續之法律責任歸屬。校方得終止該路線之合約， 

       並沒入履約保證金，車行或個人均不得異議。 

第五條：其他相關方面： 

（1）、學生繳費乘車率前3名，加5分，4~7 名加3分。 

（2）、未據實填報行車里程數，將追扣溢領款項，校方得終止該路線之合約並沒入

履約保證金。 

（3）、國中生會考 、國中生參觀或職探、國中升高職體驗營…等，表現稱職之車行

或個人，1日加2分。 

（4）、招生期間，各專車司機或車行配合本校懸掛招生廣告布條或車體廣告於車外， 

      使之整齊美觀者，每月加5分(經提醒才懸掛整齊者，除外)。 

（5）、前述第五條第三項，未依排定日期、時間及車趟行車，則該路線當月車資扣 

       款5000元。 

（6）、其他事項，依事情屬性、情節輕重於該路線當月車資扣款1000元或功績內容 

加1分。 

（7）、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須修正時，亦同。 



萬能工商職校  105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招標作業實施辦法 
105 年 6 月 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建立本校學生交通車招標制度，依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提供學生

交通車招標之效率與功能，確保學生交通車行駛品質，制定本校學生交
通車招標作業實施辦法。  

二、辦法：  1、本校學生交通車招標，以一年約為期限，自該年 8 月 1 日起至隔   
                         年 7 月31 日止(寒、暑假視情況停駛)。  
                  2、參與投標之廠商，須現場或事先通過資格審核後至總務處繳納  
                        $5000 元押標金，同時也須具有車輛之擁有權。(個人 擁有的車 
                         輛，須附靠行契約書；車行 擁有的車輛，須附車輛權狀)。 
                3、本校學生交通車招標，採二階段招標方式(105 年 7 月 20 日路線及 
                       議價商公告)。  

(1) 第一階段(28條路線)104 年 7 月 25 日：以限制性招標方式，不
經公告 程序，邀請一家以上合格廠商直接議價。 
A、資格審查：須符合優良路隊投標資格。(保障廠商保障路線)  

a、符合前一年與本校合作且經「萬能工商學生
交通車考評辦法」考評列為整學年度全部路
線數前 1/5 路隊之車行或司機個人。  

b、符合前一年與本校合作且經「萬能工商學生
交通車考評辦法」考評列為整學年度全部路
線數前 2/5 路線且車齡不超過 7年新車(需佔
合約行駛日 2/3 以上)之車行或司機個人。  

c、對本校招生有功(實際就讀本校之新生人數達 
10 人(含)以上)。  

B、議價：議價之路線以前一年行駛的路線為限。(若該路線已
停駛，則可針對其它路線提出議價。)若有 2 家以上
路線同時議價，則以進入底價且最低價者得標。若議
價仍無法達成共識，則該條路線流標，納入第二階段
公開招標，其完成或未完成議價的車商或個人，可再
參與第二階段每條路線的投標。  

(2)第二階段(布袋3線、布袋線、義竹線、朴子 5 線、嘉義線、嘉義   
    2 線、宜梧線、東石3線、東石5線等(非第一階段選定議價之其  
   中 4 條路線)：以公開招標方式，經本校網站公告，設定底價，進行  
   招標 作業。(保障廠商不保障路線)    

A、資格審查(25 日上午九點)：參與第一階段投標之車行或司機
個人，須於前一年與本校有合作
關係。但，不得於總考評列為不
再續約之車行 或司機個人。  

B、投標限制：廠商不得以同車商不同公司名義或委由他公司或
他人進行搶標，違者未開標前，取消投標資格，且
沒入押標金。若已得標，則該標不予接受且該路線
之得標車商或個人列入黑名單，且沒入押標金。  

C、開標(25 日上午九點開標)：若有 2 家車商以上或個人之路線
同時開標，皆進入底價，則以最低
價者得標。若皆未進入底價，則以
較低者可優先減價一次機會。若減
價後進入底價，則以該減價後之簽



價為得標價格。若仍未進入底價， 
則該路線之所有車商或個人繼續進
行第二次減價作業。每條路線最多
減價次數依採購法規定，可減價至
第三次。若至第三次減價仍未有任
何車商或個人得標，則該路線流
標，擇日重新開標或議價。 

                4、注意事項：  
(1)不論議價或是投標，請具備車輛行照正本、車輛保養紀錄、滅火

器、柴油車排煙檢測合格並取得自主管理合格標章、車輛需內、
外加裝行車紀錄器等相關證明文件及安全裝置照片、司機駕照影
本、每路線押標金新臺幣伍仟元(限收郵局禮卷)、保險證影本及
乘客險證影本(保險保額每人不得低於150萬)黏貼於附件四內，
於開標前1H，將文件以郵寄或遞送書面資料之方式，寄(送)入本
校總務處。  

(2)投標該路線車輛規格：1.出廠年月須為 2003 年 8 月之後；2.無
立位之遊覽車座位數不得少於 45 人；3.可立位之交通車座位數
不得少於 42 人、立位數不得少於 9 人(以上皆以行照註記為
準)。  

(3)當日投標後得標之車商或個人須於當場或至遲三日內完成簽
約，1式2份(1份留學校存查，1 份自行保留)，規定之伍仟元押
標金於本校開學後，得標之車行或個人依約正常行駛本校各路
線學生交通車二週後，會通知車行或個人領回無息之郵局禮卷
押標金。投標車商或個人於得標當日需進行切結，以防資料造
假或綁標等違規情事之發生。若有違反本條上述事項，則依事
況沒入押標金，不得有異。  

                 (4)開標當日，廠商須提早十分鐘到場，若未準時(逾時五分鐘)與   
                      會者，視同放棄該次投標權利。 
                 (5)資料審查未通過或流標者，資料不退件，另伍仟元押標金，則  
                       當場無息退還。 
                 (6)若開標日無法到場，可授權委託相關可以決定金額之個人，並  
                       簽填授權證明單，始可投標。  
                 (7)投標資料：請將資格封及價格封以信封分別彌封，並於信封外註 
                                           明投標車商公司及投標路線別。開標當日，採現場開 
                                           封，並不接受現場更換車輛資料及更改價格之動作，  
                      故請廠商斟酌投標。  
                  (8)本校開標前不公開投標廠商之資料，開標前後亦不公開底價。  
                  (9)學生交通車底價設定，由本校機關首長校長核定底價。校長核   
                        簽後，直接彌封且不對外公佈。  
                  (10)投標之車輛，必須符合行駛到民國106年07月31日為15年內之車 

輛，且開學後行駛亦須與投標審查之車輛一致。 
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未盡事宜須修正時亦同。 

 
 
 
 
 
 



萬能工商校車簽標資料袋封面(請剪下黏貼) 

備審資料 
(檢查後請勾選) 

1、□標單信封袋 ：簽標單（請確認單價後，簽名並放入專屬信封彌封）  

2、□審查表：投標車輛相關文件審查表需含車輛行照正本、車輛保養 

             紀錄、滅火器、柴油車排煙檢測合格並取得自主管理合 

             格標章、車輛需內、外加裝行車紀錄器等相關證明文件 

             及安全裝置照片、司機駕照影本、每路線押標金新臺幣 

             伍仟元(限收郵局禮卷)、保險證影本及乘客險證影本(保 

             險保額每人不得低於150萬) 
3、□簽標文件：簽標文件包含代理人、切結書、退標金申請書、 

                保金代扣書 

注意事項 

1、 一個資料袋只簽標一條路線，內、外袋封面皆需書寫簽標路  

      線名稱、公 司名及簽標人之相關資料。  

2、 與會競標之代表人，請攜帶大、小印章(代理人須執委託書， 

      請於會場交付校方查收)。 

簽標路線 1.路線名：________；2.公司名：________；3.簽標人：_________ 

 
 

萬能工商校車簽標單信封封面(請剪下黏貼) 

備審資料 
(檢查後請勾選)   

1、 □標單：簽標單請確認單價後，簽名並放入專屬信封後彌封。得

標欄位由現場開標後，現場人員填寫。 

注意事項 

3、 一個資料袋只簽標一條路線，內、外袋封面皆需書寫簽標路線名

稱、公 司名及簽標人之相關資料。  

4、 與會競標之代表人，請攜帶大、小印章(代理人須執委託書，請於

會場交付校方查收)。 

簽標路線 1.路線名：________；2.公司名：________；3.簽標人：_________ 

 
 

====================================================================== 

授權證明單(代理人) 

 

本人 ，因故無法到場，參與__________路
     

線簽標，特委請______________ 先生/小姐，代理本人行事，特

此為證   

委託人： 蓋章 
 
 
 

 

         代理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學生交通車簽標單 

 

萬能工商 學生交通車路線簽標單 

車

號 

 
出
廠
年
月 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 

(須為 2003 年 8 月後出廠) 

簽
標
路
線 

 

簽
價 

簽標價______元/總公里數_____ 
第一次減價______元/總公里數_____ 
第二次減價______元/總公里數_____ 
第三次減價______元/總公里數_____ 

(請參照路線公告) 

乘 
座 
型 
式 

□座位__；無立位 

□座位__；立位___ 
車行/個人 

 

標

次 

□  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 

 

□  第三階段 

勤 
務 
屬 
性 

□單本校 

□兼他校 

1.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得 
標 
簽 
署 
︵ 

校 
方 
︶ 

總務主任 

 
 
 

(得標後始可簽名) 

車
商
屬
性 

□車行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所屬 

押
標
金 

伍仟 元 
(請繳交郵局禮卷) 

簽
名
蓋
章 簽名_______________      蓋章 □ 

日
期 

 

備
註 

1、非個人所屬車輛，須填寫車行(公司)名稱。 
2、若有所屬車行，則車行同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者。 
3、前一年度與本校合作且經學生交通車考核辦法通過之車商，需提供附件四要求之相關文件、 
    車輛外觀車頭/車側各一張及車內狀況照片二張。 

4、本簽標單，作為訂定合約書之依據及有效文件(附件三)，請慎重簽價，具填後不得變更。 
5 、參考路線以新學年度公告之校車路線時刻表為準。 
6 、請將本簽標單，裝入標單信封袋（請封口）於會場交付校方。 
7 、本簽標單，須簽名、蓋章，方為有效。 
8 、個人所屬車輛在靠行公司部份，須註明。 

 



附件四、投標車輛相關文件審查表 

投標車輛相關文件審查表 

PS.其它文件：靠行契約書、車行車輛權狀、車輛維修、保養紀錄等證明文件，請於該

審查表格後，以訂書機裝訂於左上角附上。 

車輛行照影本□繳交；□未交         _      _____     

車輛行照驗正本□合格；□不合格____  _______ 
司機大客車駕照影本(請註明連絡方式) 

  

車輛保險證影本 汽車乘客責任險及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影本 

 請浮貼 

繳納押標金郵局禮卷影本 該車相關安全防護措施滅火器照片影本 

 請浮貼 



附件五、學生交通車投標切結書 

萬能工商職校 學生交通車簽標切結書 
 
 
 
 
 

切 結 者： （以下稱乙方）；參與________路線之簽標 
 
 
 

切結者保證切結期間自 105.8.1 起至 106.7.31 止，遵守以下律定：切結者得

標之所有學生交通車路線，本身皆須擁有行駛該路線車輛之所有權，非經萬能工

商職校（以下簡稱甲方）同意，不得再轉售或委由他人行駛。車輛為個人所有，須 

附車輛靠行契約書；車輛為車行所有，須附車行車輛權狀。若違反上述規定，甲方

得終止該路線之合約。上述切結保證，特立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用 印： 
 
 

身份證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還押標金申請書(得標商填寫) 
 
一、 茲因                                  (以下簡稱乙方)得標萬能工商(以下簡稱甲方)之學 
          生交通車路線：                               簽標，依招標文件(含其變更或補充)規定 
         應向甲方繳納押標金新臺幣伍仟元整(NT$5,000)郵局禮卷。  
二、 乙方於完成資格審查後，於議/簽標時得標並於三日內進行簽約完成，押標金 
         需保留至開學學生交通車正常行駛一週後，經庶務組通知後請攜帶本單到校 
         完成押標金退還相關程序，逾時不候，押標金沒入。 
 三、 依招標文件完成簽定合約之乙方，所繳付之押標金於本校開學學生交通車正 
          常行駛一週後如數退還，絕不推諉拖延，且無需經過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  

合約審查通過____________.  
 四、 如有發生訴訟時，同意以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五、 有效期間自本證明單簽發日(議價或簽標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六、 本證明單需由公司 (乙方)簽署，加蓋公司印信後生效。 
 
 
 
 
 
 
 
 
 
 
 
 
 
 
 
 
公司：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據(若為車行，需加蓋公司大小章及個人私章) 
========================================== 
茲收到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退還押標金郵局禮卷  

新台幣 伍仟元整，無誤。 
此  致                              

投標廠商/個人： 
                       負責人： 
                    身分證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未得標商填寫) 

 
一、本公司                                      參加萬能工商職校「105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

路線」投標，未得標、廢標或流標，願將押標金以下列方式退還。 
 

□當場退還郵局禮卷伍仟元(NT$5,000)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嘉 義 縣 私 立 萬 能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履約保證金 代扣委託書(105.9.版) 

     

車 主  身分證字號  
     

車 商  統 一 編 號  
    

行 駛 路 線    
    

連 絡 電 話    
     

 
 

茲委託甲方（萬能工商）於 105年 09 月份自乙方(車商)

該得標路線車資中，一次代扣足下列款項： 
 

履   
 

約 
 

保 新台幣 元整(請書寫中文)。 
 

證   
 

金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公 司： 

 
 

(簽名用印) 
 
 
 

(簽名用印) 
 
 
 

(簽名用印) 
 

年 月     日 
 

備註說明： 一、 委託書填畢，請送至萬能工商 庶務組。  
            二、 該月代扣之學生交通車履約保證金，受當年度合約之保障，其將於   
                     106/07/31學年度合約終止後，由庶務組通知車行或個人到校辦理  
                    相關程序後，再退還。  
            三、 填寫過程如有更正，請於塗改處加蓋代表人私章。 



1 到站時間 大林線(原斗六線) 9 到站時間 飛沙線(原台西線) 17 到站時間 東石線

大埤鄉尚義路口/萊爾富 下楫

大林電力公司（廣福毛巾） 飛沙林厝寮/順天府 溪下村路口

溪口7-11. 飛沙國小 中營路口

阿蓮庄廟口 西洋稠公車站 副瀨

民雄肉包 四湖福一家賣場 山寮

頭橋烤鴨 鹿場牌樓 東石高中

北興加油站 宏仁農會 太保二路/祥和二路東段

小原海產 好收派出所 08:10 萬能

嘉義後火車站超商 蘇厝寮7-11. 18 到站時間 東石2線

維多利亞 六斗尾 三家村

興業路金一排骨 舊埤里公車站 鰲鼓公車站

民生南/南京路 瓦厝廟口 型厝寮

民生社區牌樓 08:10 萬能 塭港

08:10 萬能 10 到站時間 新化線(原六甲線) 東石大橋(東)

2 到站時間 口湖線 那拔林派出所 洲仔厝/紅龍海釣場

下崙文豐洗衣店 山上豐德加油站 08:10 萬能

台子村 山上區公所 19 到站時間 東石3線

金湖61線橋下 六甲昌明眼科 東石農會

蚵寮路口 山仔腳 08:10 萬能

蚵寮 大腳腿 20 到站時間 東石5線

尖山國小 南安溪超商 永屯紅綠燈

燦林國小 下茄苳牌樓 圍潭牌樓

扶朝牌樓 後壁郵局 中國唯一

北美派出所 三恩府 朴子文化中心

大客高鐵下 土溝十字路口 長庚對面7-11.

08:10 萬能 上茄苳顯濟宮 後潭7-11.

3 到站時間 北門線(原佳里線) 上茄苳全家超商 08:10 萬能

北門/東隆宮 08:10 萬能 21 到站時間 朴子線

北門/富而樂商店 11 到站時間 麥寮線(原東麥線) 朴子郵局

北門二重港/侯澄財議員看板 施厝 08:10 萬能

快樂診所（濟生/信義） 麥寮電信局 22 到站時間 朴子2線

學甲郵局 五條港快炒店 牛桃灣萊爾富

北門圖書館 台西郵局(7-11) 天馬大酒家

南鯤鯓7-11 東勢南亞汽車借款 大糠榔公車站

官和客運站 東勢廟口 08:10 萬能

過路派出所 文正國小(番薯厝) 23 到站時間 朴子3線

新富客運 正生幼稚園(蔦松) 義竹台電

頭竹林/新店大路口 松西公車站 東後寮農會

新店農會 瓊埔公車站(蔦松) 鳳山宮牌樓

北港仔 塭底路口 南溪州公車站牌

安溪寮仔公車站牌 新塭路口 吳腳仔紅綠燈

龍皎國小路口 08:10 萬能 竹村派出所

08:10 萬能 12 到站時間 七股線 我家牛排

4 到站時間 東勢線 頂山里 崙仔頂公車站

元長東庄加油站 七股區農會 大崙公車站

東勢明倫國小 美豐老人安養中心招牌下 08:10 萬能

元長農會 宅港里農會辦事處 24 到站時間 朴子5線

西庄紅綠燈 基督教長老會 小耳朵KTV（7-11）

草湖牌樓 太子宮郵局 古林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105學年度 萬能工商學生交通車路線表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新街派出所 太子/南紙街(7-11) 松山橋崩山(六腳)

文仁/華勝 民生/民治 六合

北港麥當勞 國民黨黨部(新營高工) 魚寮

板頭 新港東公車 永竹派出所

崙尾 竹圍中藥行/昭安宮 港尾寮

過溝電信 白沙屯公車站 安和派出所

王幸悅服務處 長安派出所 塗師

新港國中 菁寮國小 08:10 萬能

南港派出所 鈺琳機車行 25 到站時間 朴子6線(原太保線)

三間厝全家 08:10 萬能 朴子消防隊

月眉廟 13 到站時間 台南線 東勢寮公車站

麻魚寮7-11. 台南高工 08:10 萬能

08:10 萬能 安中/本淵寮7-11. 26 到站時間 朴子7線

5 到站時間 宜梧線 土城百福五金百貨. 松梅派出所

宜梧農會 十份里國姓橋 毛蟹行亞南

北港意文飯店 學東國小 08:10 萬能

新埤桃花宮 公學路7-11. 27 到站時間 蒜頭線

太保後庄 慶安宮7-11. 德興里紅綠燈

太保公車站 佳興派出所 雙溪口

08:10 萬能 漚汪農會 蒜頭7-11.

6 到站時間 後壁線(原東山線) 苓子寮廟口 灣內公車站

後壁頂安里 久井加油站對面 勞工住宅7-11.

後壁烏樹林 建國路/華宗路中油加油站 嘉太農會(北港/麻太路)

白河中山/國泰 月津國小加油站 南新派出所

白河郵局 鹽水七歲姑娘廟 北港路進益玻璃

大竹國小 欣禾大樓7-11. 中興/北港

玉豐國小 五厝村廟 08:10 萬能

埤肚客運站 鹿草三角仔 28 到站時間 鹿草線

廣林里公車站牌 後堀 東興路/東學路7-11

蓮潭客運站 08:10 萬能 家樂福

紹安山葉機車 14 到站時間 布袋線 金華路/秦漢街

三角潭 好美里社區163道45K. 復興路/統聯

08:10 萬能 新塭派出所 新營帝寶7-11.

7 到站時間 東原線 新岑公車站牌 竹山村農會

青山客運 大寮全家 和樂食堂

東原國小 布袋大寮農會 鹿草山子腳

東山農會 布袋鎮公所 08:10 萬能

糞箕湖麵攤 新厝廟後(口) 29 到站時間 義竹線

虎子墓客運站 新厝雙子星檳榔 歡雅國小

仙草埔榮家 樹林頭 舊營

竹門國小 08:10 萬能 義竹郵局

埤仔頭仁安宮 15 到站時間 布袋2線 下潭廟口

三間厝 布袋鎮北宮 碧潭/重寮路口

內角郵局 大眾爺廟 重寮停車場

中庄三角台 布袋東宮廟 08:10 萬能

義興廟 鹽田 30 到站時間 布袋3線(原過溝線)

08:10 萬能 掌潭 新吉庄聖天宮

8 到站時間 番路線 白水湖 過溝十字路口

梅山客運站 網寮 塭仔

南梅山公車站 08:10 萬能 栗子崙紅綠燈

瓦厝埔牌樓 16 到站時間 中埔線 港墘國小

竹崎電力公司 觸口派出所 朴子醫院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公里數



鹿滿廟口 王虎寮橋頭 08:10 萬能

昇平國中 吳鳳廟 31 到站時間 嘉義線

客庄公車站 義仁派出所 嘉義市政府

番路鄉公所 沄水國小 體育場大門口

民和國中慈暉分校 同仁派出所 立仁/吳鳳路

下坑公車站 九龍茶行 世賢/新民路

隆興十字路 金蘭加油站 南京路/重慶路口

三界埔成功橋 頂六中埔農會 憲兵隊前

成功國小 中埔上好超商 世賢/上海路

08:10 萬能 旭豐麥當勞 上海路譚英雄

聯合超商 世賢/育人路

後庄7-11. 寬士村全家對面

游家檳榔 08:10 萬能

忠和國小 32 到站時間 嘉義2線

08:10 萬能 大吉國中

灣橋/柑仔埔公車站

麗園駕訓紅綠燈

興華中學7-11

北興派出所(蛋塔工廠)

自由/友愛路

世賢/八德路

八德/竹圍三

四維/興達

四維/永春三街

自強街

北回7-11.

08:10 萬能

請提早五分鐘到站候

車

公里數

公里數



105 學年度 萬能工商學生交通車各路線招標公里數表 

項次 105 學年招標路線名 招標實際單趟公里數 備 註 

01 七股線 76.5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2 東勢線 70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3 麥寮線(原東麥線) 82.1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4 口湖線 53.1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5 北門線(原佳里線) 74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6 飛沙線(原台西線) 52.2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7 新化線(原六甲線) 62.4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8 大林線(原斗六線) 42.5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09 新港線(另擇 29~37 路線議價) 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0 梅山線(另擇 29~37 路線議價) 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1 番路線 68.9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2 水林線(另擇 29~37 路線議價)   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3 布袋 2 線 42.4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4 東石 2 線 39.6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5 東原線 44.4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6 東石 6 線(另擇 29~37 路線議價) 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7 中埔線 48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8 後壁線(原東山線) 22.6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19 東石線 40.5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0 朴子 2 線 23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1 蒜頭線 28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2 鹿草線 35.2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3 朴子線 18.2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4 朴子 7 線(原朴子 6 線) 18.2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5 朴子 3 線 30.7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6 台南線 88.7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7 朴子 6 線(原太保線) 18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8 安定線(另擇 29~37 路線議價) km 第一階段限制性招標 

29 布袋 3 線(原過溝線) 36.6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0 布袋線 51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1 義竹線 30.6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2 朴子 5 線 32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3 嘉義線 20.1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4 嘉義 2 線 29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5 宜梧線 37.7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6 東石 3 線 28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37 東石 5 線 25km 第二階段公開招標 



年別時間：2013/1/1－2013/12/31 總平均價格：32.27

資料時間：2013/1/1－2014/1/4 單位：元/公升

抽樣母體區 查報數(筆) 查報均價(元/公升 ) 最高 最低

臺北市北區 242 32.18 33.8 30.5

臺北市南區 160 32.33 33.8 30.5

新北市北區 124 32.29 33.8 30.7

新北市東區 271 32.36 33.8 30

新北市西區 784 32.24 33.8 30

基隆市全區 228 32.22 33.8 30.2

桃園市北區 754 32.25 33.8 30.4

桃園市南區 593 32.3 33.8 30.4

新竹市全區 282 32.18 33.8 30.2

新竹縣北區 408 32.28 33.8 30.2

新竹縣東區 37 32.43 33.8 30.7

苗栗縣北區 227 32.32 33.8 30.7

苗栗縣南區 283 32.33 33.8 30.2

臺中市區 521 32.21 33.8 30.2

臺中市山區 556 32.24 33.8 30.3

臺中市海區 531 32.27 35 29.7

彰化縣北區 370 32.29 33.8 30.2

彰化縣南區 460 32.3 33.8 30.3

南投縣東區 149 32.27 33.8 30.7

南投縣西區 352 32.3 33.8 30.7

雲林縣山區 349 32.23 33.8 30.4

雲林縣海區 217 32.32 33.8 30.5

嘉義市全區 236 32.31 33.8 30.2

嘉義縣山區 335 32.29 33.8 29.9

嘉義縣海區 175 32.3 33.8 30.4

臺南市區 352 32.28 33.8 30.5

臺南市溪北 457 32.3 33.8 30.3

臺南市溪南 670 32.26 33.8 30.2

高雄市北區 332 32.33 33.8 30.7

高雄市南區 183 32.24 33.8 30.7

高雄市東區 211 32.26 33.8 30.7

高雄市西區 579 32.27 33.8 30.1

屏東縣東北 426 32.25 33.8 29.9



屏東縣西南 213 32.29 33.8 30.6

宜蘭縣全區 184 32.22 33.6 30.2

花蓮縣北區 323 32.2 33.8 30.2

花蓮縣南區 74 32.3 33.8 30.7

臺東縣平地 356 32.3 33.8 30.1

總筆數：13004筆　總平均價格:32.27元 最高:35元 最低:29.7元 　計量單位:元/公升



年別時間：2014/1/1－2014/12/31 總平均價格：30.85

資料時間：2014/1/1－2015/1/3 單位：元/公升

抽樣母體區 查報數(筆) 查報均價(元/公升 ) 最高 最低

臺北市北區 265 30.82 33.4 22.5

臺北市南區 165 30.66 33.5 22.9

新北市北區 142 31.12 33.5 22.9

新北市東區 297 30.89 33.5 22.4

新北市西區 841 30.83 33.5 22.4

基隆市全區 241 30.85 33.5 22.7

桃園市北區 828 30.88 33.5 22.4

桃園市南區 671 30.72 33.5 22.9

新竹市全區 269 30.76 33.5 22.4

新竹縣北區 383 30.81 33.5 22.4

新竹縣東區 40 31.1 33.2 24

苗栗縣北區 237 31 33.5 22.6

苗栗縣南區 283 30.87 33.5 22.5

臺中市區 652 30.78 33.5 22.4

臺中市山區 578 30.89 33.5 22.4

臺中市海區 562 30.62 33.5 22.8

彰化縣北區 399 30.92 33.5 22.9

彰化縣南區 500 30.81 33.5 22.9

南投縣東區 162 30.95 33.4 22.9

南投縣西區 396 30.82 33.5 22.9

雲林縣山區 376 30.7 33.5 22.4

雲林縣海區 241 30.93 33.5 23

嘉義市全區 221 30.93 33.5 22.9

嘉義縣山區 357 31.11 33.5 22.4

嘉義縣海區 209 30.5 33.5 22.6

臺南市區 396 31.01 33.5 22.9

臺南市溪北 526 31.13 33.5 22.9

臺南市溪南 759 30.75 33.5 22.9

高雄市北區 354 30.93 33.5 22.3

高雄市南區 173 30.74 33.4 22.4

高雄市東區 249 30.97 33.5 22.9

高雄市西區 697 30.75 33.5 22.1

屏東縣東北 491 31.03 33.5 22.5



屏東縣西南 239 30.41 33.5 22.9

宜蘭縣全區 224 30.69 34.9 22.9

花蓮縣北區 329 30.71 33.5 22.4

花蓮縣南區 121 31.42 33.5 22.9

臺東縣平地 404 30.96 33.5 22.4

總筆數：14277筆　總平均價格:30.85元 最高:34.9元 最低:22.1元 　計量單位:元/公升



年別時間：2015/1/1－2015/12/31 總平均價格：21.66

資料時間：2015/1/1－2016/1/2 單位：元/公升

抽樣母體區 查報數(筆) 查報均價(元/公升 ) 最高 最低

臺北市北區 339 21.69 24.4 16.6

臺北市南區 160 21.5 24.1 18.5

新北市北區 157 21.58 24.4 17.1

新北市東區 253 21.58 24.4 17.3

新北市西區 926 21.72 24.4 16.6

基隆市全區 288 21.54 24.4 16.6

桃園市北區 839 21.64 24.4 16.6

桃園市南區 709 21.75 24.4 17.1

新竹市全區 320 21.5 24.4 16.6

新竹縣北區 413 21.68 24.4 17.1

新竹縣東區 66 22.14 24.4 17.4

苗栗縣北區 264 21.6 24.4 17.1

苗栗縣南區 350 21.87 24.4 17.3

臺中市區 643 21.64 24.4 17.1

臺中市山區 583 21.69 24.4 16.8

臺中市海區 518 21.57 24.4 16.6

彰化縣北區 419 21.57 24.4 17

彰化縣南區 473 21.75 24.4 16.9

南投縣東區 143 21.66 24.2 17.4

南投縣西區 395 21.67 24.4 17.1

雲林縣山區 401 21.54 24.4 16.8

雲林縣海區 226 21.87 24.4 17.3

嘉義市全區 295 21.53 24.4 16.6

嘉義縣山區 404 21.74 24.4 17.1

嘉義縣海區 183 21.44 24.4 16.8

臺南市區 363 21.7 24.4 17.1

臺南市溪北 538 21.71 24.4 17.1

臺南市溪南 750 21.67 24.4 17.1

高雄市北區 353 21.54 24.4 16.6

高雄市南區 202 21.92 24.4 17.4

高雄市東區 255 21.79 24.4 17.1

高雄市西區 687 21.74 24.4 16.6

屏東縣東北 501 21.56 24.4 17.1



屏東縣西南 252 21.84 24.4 17.3

宜蘭縣全區 282 21.57 24.4 16.8

花蓮縣北區 314 21.56 24.4 16.6

花蓮縣南區 89 21.84 24.4 17.1

臺東縣平地 362 21.58 24.4 16.6

總筆數：14715筆　總平均價格:21.66元 最高:24.4元 最低:16.6元 　計量單位:元/公升



年別時間：2016/1/1－2016/12/31 總平均價格：18.82

資料時間：2016/1/1－2016/7/16 單位：元/公升

抽樣母體區 查報數(筆) 查報均價(元/公升 ) 最高 最低

臺北市北區 142 18.46 21.5 14.7

臺北市南區 95 18.83 21.2 15.6

新北市北區 66 18.86 21.2 15.9

新北市東區 122 19.1 21.5 15.2

新北市西區 404 18.71 21.5 15.1

基隆市全區 151 18.63 21.5 14.7

桃園市北區 376 18.8 21.5 15.1

桃園市南區 309 18.89 21.5 14.7

新竹市全區 159 18.67 21.5 14.7

新竹縣北區 207 18.96 21.5 14.7

新竹縣東區 13 18.41 21.2 15.5

苗栗縣北區 131 18.81 21.5 15.2

苗栗縣南區 164 18.88 21.5 15.2

臺中市區 310 18.75 21.5 15.1

臺中市山區 236 18.88 21.5 14.7

臺中市海區 242 18.86 21.5 14.6

彰化縣北區 207 18.6 21.5 15.2

彰化縣南區 201 18.97 21.5 15.1

南投縣東區 72 18.64 21.2 15.2

南投縣西區 179 18.91 21.5 15.2

雲林縣山區 179 18.68 21.5 15

雲林縣海區 104 18.87 21.5 15.5

嘉義市全區 154 18.87 21.5 15.2

嘉義縣山區 173 18.84 21.5 15.2

嘉義縣海區 86 18.96 21.5 15.1

臺南市區 186 18.81 21.5 15.2

臺南市溪北 245 18.81 21.5 14.9

臺南市溪南 313 18.93 21.5 15.2

高雄市北區 181 18.72 21.5 15.5

高雄市南區 64 18.81 21.5 14.7

高雄市東區 114 18.66 21.5 15.2

高雄市西區 313 18.92 21.5 15.2

屏東縣東北 247 18.86 21.5 15.1



屏東縣西南 107 18.84 21.5 15.5

宜蘭縣全區 132 18.7 21.5 14.9

花蓮縣北區 130 18.97 21.5 14.7

花蓮縣南區 44 18.62 21.2 15.5

臺東縣平地 150 18.78 21.5 15.2

總筆數：6708筆　總平均價格:18.82元 最高:21.5元 最低:14.6元 　計量單位:元/公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