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 

桃園縣建國國民小學溫水游泳池桃園縣建國國民小學溫水游泳池桃園縣建國國民小學溫水游泳池桃園縣建國國民小學溫水游泳池委外經營計畫委外經營計畫委外經營計畫委外經營計畫與績效分析與績效分析與績效分析與績效分析 

壹壹壹壹、、、、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本校校務發展中長期計畫。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法。 

貳貳貳貳、、、、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促進公共利益： 

   （一）提供學童游泳教學之優質環境，並降低學童使用經費負擔。 

   （二）提供社區民眾游泳運動機會，促進社區民眾對學校之認同。 

  二、增加學校效益： 

   （一）學童只需繳交少許費用，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提昇教學品質。 

   （二）收入經費上繳縣庫，或申請校充實原有設備，節省龐大公帑。 

   （三）彌補自有經費之不足，解決學校龐大水電費及人事管理費用。 

參參參參、、、、委外經營範圍委外經營範圍委外經營範圍委外經營範圍：：：： 

  本校溫水游泳池及停車場（計有約 50 個停車位）。 

肆肆肆肆、、、、委外經營時間委外經營時間委外經營時間委外經營時間（以非上課時間為限）： 

 一、週一至週五自下午四時起至翌日凌晨八時止。 

 二、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 

 三、校方如有重大活動，不予開放營業，優先供學校使用。 

 四、寒、暑假非上課期間，供廠商經營使用。 

伍伍伍伍、、、、委外經營原則委外經營原則委外經營原則委外經營原則：：：： 

 一、以廠商與學校互惠為原則。 

 二、以不損害學生受教權及教職員工之權益為限。 

 三、不違反校園安全為原則。 

 四、以上原則得訂立契約，規範相關事項以保護雙方權益。 

陸陸陸陸、、、、委外經營期限委外經營期限委外經營期限委外經營期限：：：：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柒柒柒柒、、、、委外經營方式委外經營方式委外經營方式委外經營方式（詳如附件一、二契約草案）： 

  採用委外經營方式，依政府採購規定透過公開招標程序，以符合政府採購法

之精神，以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創造學校之最大利益。 

捌捌捌捌、、、、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每年權利金收入約新台幣 50 萬元，依據相關法令規定，上繳縣庫。 



 二、學童繳交之基本設備費每學期 150 元、設立專帳以代收代付方式，支付與

得標廠商。 

 三、希望提供學童全年可學習游泳之教學環境，並繳交最低之費用。 

 四、節省學校龐大水電費、人事管理經費、教練協同教學經費之支出。 

 五、利用收入經費營造優質游泳教學環境，提供優質的社區休閒品質。 

玖玖玖玖、、、、校園安全維護之配套措施校園安全維護之配套措施校園安全維護之配套措施校園安全維護之配套措施 

 一、加強警衛定期或不定期巡邏，維護校園安全。 

 二、以安全網區隔游泳池開放特區，以維護其他部分校園安全。 

 三、行政人員定期及不定期安全督導。 

 四、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及建物、設備、機具產物保險。 

 五、配合社區公共安全宣導。 

 

拾拾拾拾、、、、承承承承包廠商得責任與義務包廠商得責任與義務包廠商得責任與義務包廠商得責任與義務    

    

一、經營權利金：乙方應於簽訂本合約之同時，分三年三次以現金或金融機構支

票交付經營管理權利金與甲方。 

二、經營保證金：乙方應於簽訂本合約之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佰萬元整與

甲方。若中途毀約者，保證金全數沒收；乙方於合約期滿交還

經管設施時，甲方將保證金無息返還乙方。其間如有設備毀

損、遺失者，應負賠償修復責任，若乙方未盡維護之責，甲方

將由保證金支付維護費用。 

三、經營時間：（一）學生上課期間由學校安排游泳課使用 

                 （每週一至週五 8: 00~16:00），乙方不得使用；其餘非上課    

時間、國定例假日及寒暑假由乙方經營管理。 

             （二）每學期開學及結業日期依照縣府規定實施。 

             （三）乙方需提供本校游泳隊，不限時間及次數使用游泳池訓練

選手。 

四、經管內容及原則： 

（一）甲方應於點交日，將游泳池暨附設停車場按現狀列冊點交與

乙方，危險負擔同時移轉予乙方。乙方就甲方提供之各項設

施應負善良管理人之保管責任，對於本場地建物及設備投保

火災責任險。投保保單檢送影本乙份留甲方作為存證。 

（二）如有其他營運上需用設備，乙方得自費添購，但不得更動現

狀。乙方如因營運之必要，認須增建或更動原有設施或工作

物時，應報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並不得損及場地建築

結構及危害安全。 

（三）乙方依前項約款更動所需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原設備遇

有修繕之必要時，亦同。 

（四）乙方經管期間須向保險公司投保泳客意外險，保額每人至少

新台幣貳佰萬元以上。投保保單檢送影本乙份留甲方作為存

證。 



（五）乙方在營利或學生使用期間依規定須配置足額救生員，並依

甲方課程安排，每班配備一名教練免費協助教學（本校七十

班，游泳課一學期約需 700班次之教練）；如學校成立游泳隊

時，乙方亦需提供一名教練協助訓練。甲方依縣府規定向學

生收取之游泳池使用費，依學習日數按比例給付給乙方。 

（六）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用歸乙方所有。

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水電費及其他營運費用均由乙方

負擔。 

（七）房屋稅由現任經營者繳付，游泳池每年房屋稅捐約 15 萬元，

請自行估算營運成本。  

（八）本校主（協、承）辦游泳比賽時，依據甲方或縣政府公文，

乙方應免費提供場地及現有設施供甲方使用。 

（九）乙方於經管設施開放期間，及本校學生上課時間及本校學生上課時間及本校學生上課時間及本校學生上課時間，應依相關

規定經常保持水質清潔，符合衛生單位檢驗及公共安全，並

配置安全救生用具、救生人員、醫護人員及急救藥品等（救

生員、醫護人員應每年提供健康檢查紀錄影本供甲方備查）；

另需配置一位電工人員維護電器設備（以上救生員、醫護人

員、電工人員均需附合格執照影本供甲方備查）。 

（十）每年應辦理機械定期歲修乙次，每月應作各項電氣、水質、

機械保養紀錄，所需費用均由乙方支出。並接受甲方隨時檢

查各項紀錄。 

（十一） 如有設施管理缺失，所生相關民事、刑事、行政責任均由乙

方負責，與甲方無關；如並導致甲方負賠償責任時，甲方對

乙方有求償權。 

（十二） 乙方因修繕設施其他必要情形，須暫停開放時，應檢具說明

報請甲方同意始得為之。 

（十三） 合約期滿或甲方終止合約，乙方所增加之設備依甲方要求恢

復原狀或歸甲方所有，乙方不得要求補償。 

（十四） 甲方現職教職員工得憑有效識別證進入使用。 

（十五） 其他相關事項另訂七約規定之。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本計劃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本計劃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本計劃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本計劃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報局核備後實施報局核備後實施報局核備後實施報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拾貳拾貳拾貳拾貳、、、、績效分析績效分析績效分析績效分析    

  一、泳池每年收入預估 

月份 預估人數 預估平均

單價 

預估收入 備註 

1 10 人*30 日 100 30,000 上課時間 

2 10 人*28日 100 28,000 寒假 

3 10 人*30 日 100 30,000 上課時間 

4 20 人*30 日 100 60,000 上課時間 

5 50 人*30 日 100 150,000 上課時間 

6 150 人*30 日 100  450,000 上課時間 



7 250 人*30 日 100 750,000 暑假 

8 250 人*30 日 100 750,000 暑假 

9 100 人*30 日 100 300,000 上課時間 

10 100 人*30 日 100 300,000 上課時間 

11 20 人*30 日 100 60,000 上課時間 

12 10 人*30 日 100 30,000 上課時間 

每年售票小計每年售票小計每年售票小計每年售票小計    2,938,0002,938,0002,938,0002,938,000     

學生每學期 150 元*2300 人*2學期 690,000  

年票收入 40,0000 
預估 50 人每人 

年票 8,000 元 

暑假游泳訓練班收入 

 
1,500,000 

預估每人每期 2500

元共 600 人 

月票收入 432,000 

預估 30 人每人 

月票 1,200 元 

共 12個月 

其他租金收入 48,000 
每月 4000 元 

（販賣部、泳衣部 

合計 

 
6,008,000  

 

二、每年支出預估 

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備註 

救生員 30000x3人 12個月 1,080,000  

人事費    30000*2人 12個月 720,000 管理、行政人員 

游泳教練 30000×3人 12個月 1,080,000 本期由原來一人增

加為三人協助游泳

教學 

水電費 90000 12個月 1,080,000  

清潔費 4000 12個月 48,000  

維護費 8000 12個月 96,000  

行政費 50000 12個月 600,000 文宣、電話、卡片… 

房屋稅 150000 一年 150,000  

合計 4,854,000  

 

三、預估每年權利金 

每年度收入=6,008,000 元 

每年度支出=4,854000 元*（1 年+12%）=5,436,480 元（內含稅金及利潤） 

每年權利金=年度收入－年度支出=6,008,000－5,436,480 ＝ 571,520 元。 

 

 



三、效益分析： 

   （一）、節省學校水電費及龐大人事管理費用之支出，讓游泳池之使用管理順

利。 

   （二）、每節課每壹班得標廠商均提供一位專業教練協同教學，加上導師的共

同安全維護管理，讓學生上課學品質及安全兼顧。 

   （三）、學生上課使用每次約 15 元，比他校與民間溫水游泳池合作每次約需

80-100 元少很多，深獲家長肯定。 

   （四）、每年平均約繳交五十萬元至縣庫，不僅不需縣府補助學校營運之人力

及經費，更可為縣庫獲利。 

   （五）、其他時間供社區民眾使用，更可為社區提供優質休閒運動環境，增進

民眾與學校之認同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