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簡章 

 
 

壹、 競賽名稱：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 

貳、 競賽目標：為激發國內大專校院與高中職之學生，對台灣北海岸水域結合傳統文

化、習俗節慶、人文與飲食等創意觀光旅遊因素，並強化學生對於台灣北海岸水

域遊程設計的旅遊景點分布之認識與瞭解，以及台灣北海岸水域遊程設計應注意

事項，特舉辦此 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透過此活動，達將台灣北海岸

水域人文與飲食等創意觀光旅遊因素，融入旅遊資源元素以為運用，進行創新遊

程之設計，同時邀請業者及學者擔任評審，完成具有創意及完善的「全國觀光水域

遊程設計」之體驗遊程，提供產業與學術界進行觀摩與交流，進而達到深化推廣台

灣北海岸水域旅遊之目的。 

 

參、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指導單位：春風旅行社 

  承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肆、 參賽對象： 

(一) 大專校院組：國內大專校院，五專部(四、五年級)之在校學生。 

(二) 高中職組：國內高中職學校，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之在校學生。 

(三) 參賽學校報名之組別，每隊以 1 名指導老師及 1-4 名參賽學生為主。 

 

伍、 活動日期及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及地址：公告日起至 111 年 04 月 22 日(五)(全部採郵寄報名，並

依郵戳為憑)作品繳件日期：111 年 04 月 22日(五)17:00 截止，寄件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一

式三份，作品繳交後不得更改修正，(封面請註明『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

程設計競賽 (高中職組或大專組)』)。並於線上 google表單填寫報名資料 

https://forms.gle/JrY7jqEm6EfxL5UGA  

(二) 初賽與決賽各由三位專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初賽以書面審查方式進

行。初賽審查結果於 111 年 04 月 29 日(五)下午 17:00 時於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網站(https://lbm.hdut.edu.tw/news-update/ )公布入選決

賽名單。 

(三) 決賽採現場簡報方式進行，簡報電子檔繳交期限：111 年 05月 06日(五)

為止，請 email 簡報電子檔至 2022designtrip@gmail.com，繳交後不得更

https://forms.gle/JrY7jqEm6EfxL5UGA
https://lbm.hdut.edu.tw/news-update/
mailto:2022designtrip@gmail.com


改修正。 

(四) 決賽及頒獎日期與地點：111 年 05月 10日 (二) 上午 9:00至下午 5：0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思賢樓二樓-大型環景會議廳 202 室 (新北市土城區青

雲路 380 巷 1 號)。 

(五) 入圍決賽資格的團隊，需於決賽會場進行 10分鐘的遊程設計口頭簡報（使

用投影片或其他形式），並回答委員提問 5 分鐘；當日公告決賽成績及頒

獎。 

(六) 報名方式： 

1. 郵寄報名表、聲明書(如附件)及初賽作品繳件請以郵局掛號至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收(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2. 作品一經寄出，不再接受任何更改與修正。(封面請註明『2022 全國觀光

水域遊程設計競賽 (高中組或大專組)』)。 

3. 聯絡人: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哲專老師/張佩婷老師 

Tel：02-22733567 ext 300/138， 

         E-mail： 2022designtrip@gmail.com 

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4. 報名截止：111 年 04 月 22 日 (五)（以郵戳日期為憑） 

陸、 競賽內容： 

(一) 參賽對象 

1. 大專校院組：國內大專校院，五專部(四、五年級)在校學生。 

2. 高中職組：國內高中職學校，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之在校學生。 

(二) 競賽內容 

1. 針對全國大專及高中職學生進行以 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主

題。 

2. 參賽隊伍須由 1 位擔任指導老師(老師不限指導隊伍數量)，率領學生組

隊參加(學生不可重複組隊； 每組最多 4 人)。 

3. 遊程設計內容以 2 天 1 夜旅遊為主，整體設計以「觀光水域遊程」為主

題，需結合傳統文化、習俗節慶、人文與飲食等創意觀光旅遊因素，

主題遊程設計內容包含：遊程主題與理念、目標市場、遊程規畫內容、

遊程特色、交通路線圖、估價表、其他（旅遊安全措施、旅遊保險規

畫、旅遊目的地之接待與服務規畫等），根據上述內容製作成「旅遊

服務建議書」，以落實設計規劃之理念。 

4. 內容條件限制: 

(1) 旅遊主題：以觀光水域遊程為主，行程安排須融入台灣北海岸(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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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為限)任一水域為旅遊景點，結合各種傳統文化、習俗節慶、 人

文與飲食等創意觀光旅遊因素為主題之旅遊行程。 

(2) 行程天數：以新北市境內為限，出發地點不限。 

(3) 參加人數：不限，可以自由行為基礎，亦可包裝為團體旅遊。 

(4) 交通工具：出發點自訂，新北市區選擇適當的機動方式，融入低碳概

念更佳。 

(5) 行程天數：2 天 1夜 

(6) 經費預算：每人不超過新台幣 9,999 元。 

(7) 住宿安排：以合法經營之旅館或民宿為限。 

(8) 在地特色：結合傳統文化、習俗節慶、人文與飲食等創意觀光旅遊 因

素更佳。 

5. 初賽請繳交以環裝、黑白列印、20 頁(不含封面與底頁)以內的「旅遊服

務建議書」 一式 3 份。 

6. 晉級決賽隊伍，請製作『 20 頁以內之 PPT 簡報資料』，蒞臨比賽現場進

行 10 分鐘簡報，以利評審評分。參賽隊伍可透過服裝、道具等方式增

加簡報之動態效果，但不列入評分考量。 

7. 各學校參賽組數不限，每組至多 4 名參賽學生，不超過 1 位指導老師為

原則。 

柒、 評分原則： 

(1) 觀光水域遊程設計之主軸呈現可行性 30％。 

(2) 遊程設計內容規劃之創意性 10％。 

(3) 遊程景點之連慣性、便利性及相關服務考量 30％。 

(4) 旅遊服務建議書之完整性 20％。 

(5) 遊程設計之市場性及合理性 10％。 

捌、 決賽評比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11 年 05月 10日 (二)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二) 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思賢樓 2 樓-大型環景廳 202 室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玖、 作品發表及頒獎典禮： 

（一） 決賽前三名得獎作品將於主辦單位網站公告展出。 

（二） 頒獎典禮將於評審結束後立即頒獎。 



（三） 得獎作品獎勵： 

     大專組 

   特金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金牌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銀牌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銅牌獎：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優  選：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高中職組 

   特金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金牌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銀牌獎：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  

   銅牌獎：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優  選：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旅遊服務建議書封面格式(範例) 

 

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簡章 

旅遊服務建議書 

 

 

 

遊程主題：OOOOOOOOOOOOO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指導單位：春風旅行社 

  承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 

 

作品名稱： 

參賽聯絡人(隊長)： 

姓名： 

通訊住址： 

E-mail： 

聯絡電話：（日） （夜）  （行動） 

就讀學校： 

就讀系科： 

指導老師： 

(請親自簽名) 

 

同組隊員姓名 學校及系級 行動電話 E-mail 

    

    

    

備註： 

1.採掛號或快捷郵寄或親自送達繳交報名皆可。 

2.郵寄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巷 1 號 休閒事業管理系收 

  請於信封正面註明：參加 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_大專組或高中

職組。 

3.表格若不敷使用，請影印或上網下載列印使用。 

4.查詢電話：02-22733567 分機 300/138   張哲專老師/張佩婷老師 

5.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2022designtrip@gmail.com     

6.報名截止日期：111 年 04月 22日(五)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以下欄位由競賽審查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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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 

報名表 

參賽主題  

學校/科系所名稱  

姓  名 

1. 2. 

3. 4. 

參賽隊伍代表人

（2位）姓名、聯

絡電話（含手機）

及 E-mail 

第 1代表人姓名、聯絡電話（含手機）及 E-mail： 

 

第 2代表人姓名、聯絡電話（含手機）及 E-mail： 

 

指導老師  

參賽者 

簽名 

  

  

※本人同意參賽內容提供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用於非商業活動推廣與行銷。 

※本人同意「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相關規定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表及相關附件繳交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郵寄地址： 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請註明參加「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 



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參賽聲明書 

參賽主題： 

特色簡述(200 字以內) 

參賽者聲明： 

１. 本人保證已確實了解 「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簡章之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

規定。本人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參賽作品係本人（團隊）之原創規劃設計，

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如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２. 本人（團隊）同意參賽內容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於非商業活動推廣與行銷使用 

 

*參賽隊伍全體人員簽章處 

 

     姓名        學校系級   簽名及蓋章 

1. 2. 

3. 4. 

（請加蓋學校系科級單位印信）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主辦競賽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2022全國觀光水域遊程設計競賽學生證件 

學生證影本黏貼頁，請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實貼於下面表格中 

參賽者一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二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三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四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