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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全國高中職創意遊程暨導覽解說競賽 

壹、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七股區農會、 

              左鎮區農會、楠西區農會 

    主辦單位：臺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臺南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 

              臺南楠西區梅嶺休閒農業區 

    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貳、 計畫內容 

一、 活動目的 

    為了發揚農村旅遊與休閒農業區之旅遊型態，並提升學生對農村旅遊景點與

休閒農業區的認知與瞭解，本次創意遊程暨導覽解說競賽活動分成「農村旅遊組」

(農遊組)和「休閒農業區組」(休區組)，希望學生透過資源整合與盤點，彙整農村

地方人文地產景等特色，設計出讓遊客能深度品味農村旅遊與休閒農業區及活化

地方特色產業之創意遊程。另外，希冀透過導覽解說競賽推廣農村旅遊與休閒農

業區之景點與活動內容，期望透過本競賽活動能引領民眾認識農村旅遊與休閒農

業區並促進在地觀光人潮之發展。 

 

二、 活動日期與時間 

(一) 線上報名：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五)23:59 前 

初賽公告：2023 年 4 月 21 日(五)17：00 前 

決賽繳件時間：2023 年 5 月 5 日(五)23:59 前 

決賽公告時間：2023 年 5 月 8 日(一)17:00 前 

(二) 總決賽： 

決賽時間：2023 年 5 月 12 日(五) 

 

三、 參賽資格 

(一) 目前就讀各公私立高中職及專科一~三年級學生。 

(二) 以團體組隊參賽為主，團體每組人數不可超過 4 名(可同校跨科系參加，但不

得跨校)。 

(三) 每一參賽隊伍須包含至少 1 位指導老師，至多以 2 位為限。 

(四) 參賽隊伍須設隊長一名，為參賽隊伍與主辦單位之主要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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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徵選主題之相關規定 

本次競賽活動分成以下幾組: 

競賽組別 參賽分組 每隊參賽人

數 

報名資格 

創意遊程競賽 

(一)農村旅遊組 

(農遊組) 
2-4 人 

各公私立高中職 

及專科一~三年級

學校在學學生 

(二)休閒農業區組 

(休區組) 
2-4 人 

導覽解說競賽 

(三)農村旅遊組 

(農遊組) 
2-4 人 

(四)休閒農業區組 

(休區組) 
2-4 人 

競賽活動各組分別說明如下: 

 

(一)創意遊程競賽-農村旅遊組 

1. 規劃重點：以「農村旅遊」為主題進行發想，並可自行訂定遊程主題，串聯農

村自然景觀、風俗文化、習俗節慶、人文或物產飲食，涵蓋「食、宿、遊、購、

娛」等元素。 

2. 遊程地點：以各地農村或鄉村為主。 

3. 行程天數：兩天一夜。 

4. 遊程人數：以 Mini tour 方式，2~8 人為限。 

5. 遊程經費限制：經費不限，以合乎市場行情為原則，請編列每人合理估價。 

6. 交通工具：不限。 

7. 住宿安排：以合法住宿機構為原則。 

8. 風險管理：應考慮遊程執行時的風險預防措施及緊急事件處理機制。 

9. 針對遊程設計內容賦予符合遊程特色與意象之名稱。 

10. 為了維持競賽公平性，參賽作品不可一稿多投，且任何參賽作品，包括企畫書

封面、內文、圖片及 PPT 簡報皆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

者每出現一次將扣總成績 5 分。但封面須註明遊程名稱、隊伍名稱；封面、目

錄、企畫書電子檔內文限 20 頁、附件 5 頁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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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遊程競賽-休閒農業區組 

1. 規劃重點：以「臺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楠西區梅嶺

休閒農業區」為主題進行發想，並可自行訂定遊程主題，串聯台南左鎮、七股

到梅嶺之自然景觀、西拉雅傳統文化、習俗節慶、人文或物產飲食，涵蓋「食、

宿、遊、購、娛」等元素。 

2. 遊程地點：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楠西區梅嶺休閒

農業區之景點或活動內容須佔總景點 70%以上。其景點詳如下表所示： 

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範圍:七股區、佳里區、安南區 

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景點】佳里禾香鮮奶、三不等活海鮮、

七股無毒草莓園、龍海號、龍山號、永順

號、陸王公、吳家古厝、七股潟湖、溪南

塭釣場、美雲果園、三股歌珊有機果園、

海寮碼頭、黃昭堂紀念公園、黑琵食堂、

黑面琵鷺館、和明紡織觀光工廠、藍藻蝦

生態漁莊、食漁食農文創、統大賀海產餐

廳、春園高爾夫球農莊、七股區農會、七

股賞鳥亭、欖人民宿、佳里蕭瓏文化園區、

北頭洋、無人島、臺灣島極西地標國聖燈

塔、臺灣十大夕陽七股夕陽、臺灣十大秘

境頂頭額沙洲、觀海樓、六孔碼頭、七股

海堤、十份鹽居、台南七股西寮民宿、童

鶴人家民宿、七股區安南區佳里區合法旅

宿、寶龍宮、九龍宮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洋香瓜、虱目魚、虱

目魚嶺、虱目魚鬆、甘仔蜜、火龍果、螃

蟹、南洋鯽魚、草蝦、白蝦、虱目魚丸、

芒果、芭樂、洛神花、地瓜、烏魚子、鮮

奶、黑面琵鷺、神話鳥黑嘴端鳳頭燕鷗、

西拉雅、原住民漁夫、數漁歌、穿草裙的

【景點】左鎮驛站、風從山來、傳家奇木、

晨曦山莊、晨曦紅瓦厝、陳家果園、農情笑

園、里長咖啡左莊商行、雙 B 綠竹筍園、堅

持火龍果園、東榮果園、玉珊果園、良心農

場、都讚果園、秀英果園、冠丞果園、福三

果園、三榮果園、寶茂果園、澄山心理園區、

二寮日出、侏儸紀觀景台、化石館、草山月

世界、二寮觀日亭、二寮部落觀景點、308

高地觀景台、山豹古道觀景台、SONY世界三

大日出、左鎮拔馬平埔文物館、獅頭觀景點、

小玉山、月桃工作室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芭樂、芭樂乾、楊桃、

楊桃乾、芒果、恐龍化石、長毛象化石、白

蓮霧、香蕉、木瓜、竹編體驗、咖啡豆、雞

角刺、竹筍等、陳春木、洛本仁波切、噶瑪

噶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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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一樣的月光、候鳥 e 人、吳仲常、

螃蟹達人文岳伯、舢筏、蚵。 

 
註:創意遊程競賽景點請排除七股鹽山、鹽

博物館、台江漁夫、安南小旅行、四草綠

色隧道!!若列入則會依照規定扣 30分。 

 
註:創意遊程競賽景點請排除左鎮公館社區

小旅行!!若列入則會依照規定扣 30分。 

楠西區梅嶺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景點】 

台南梅嶺風景區位於楠西區灣丘村，為南台灣面積最大的梅林區。伍龍步道、梅峰古道、

觀音步道等二十多條登山步道是主要熱門景點，登高可眺望曾文水庫、俯瞰嘉南平原，

沿途景色優美，蘊藏豐富自然生態，此生必訪秘境。龜丹溫泉體驗池：原來台南也有美

人湯？自由行搭公車也可以輕鬆抵達的溫泉區。 

玄空法寺：洗滌心靈的宗教聖地！台灣宗教百選第一名景點。 

萬佛寺：台版吳哥窟？充滿奇幻風格的宗教之旅。 

楠西觀音寺：能看到嘉義布袋港？登上海拔 770 公尺的寺廟望遠山巒美景。 

梅嶺風景區：梅嶺梅花季！走進滿山遍野的一片雪白之中（百年老梅園、伍龍步道、梅

龍步道）。 

棗到了！梅嶺棗園休閒採果區：體驗採果棗知道。 

果農之家：將水果入菜的味覺饗宴！採芭樂、生態導覽半日遊剛剛好。 

洪園：前理事長的家致力於研究日治時代台灣最早商業咖啡豆(日本大正天皇登基大典御

用咖啡豆)。 

Ouch Coffee：偏遠山城裡的質感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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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嶺山上有數家專門賣梅子雞的老店，有文川梅子雞、景美梅仔雞、梅園餐廳、二層坪

梅子雞、太山梅子雞、梅嶺福來梅仔雞、天香園梅仔雞餐廳等等都是評價不錯的老店。 

【生態人文與物產】 

香蕉聞名，梅子，及咖啡豆，另栽植芒果、龍眼、荔枝、棗子、楊桃、木瓜、芭樂、鳳

梨、香蕉等物產豐富。 

 
3. 行程天數：兩天一夜。 

4. 遊程人數：以 Mini tour 方式，2~8 人為限。 

5. 遊程經費限制：經費不限，以合乎市場行情為原則，請編列每人合理估價。 

6. 交通工具：不限。 

7. 住宿安排：以合法住宿機構為原則。 

8. 風險管理：應考慮遊程執行時的風險預防措施及緊急事件處理機制。 

9. 針對遊程設計內容賦予符合遊程特色與意象之名稱。 

10. 為了維持競賽公平性，參賽作品不可一稿多投，且任何參賽作品，包括企畫書

封面、內文、圖片及 PPT 簡報皆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

者每出現一次將扣總成績 5 分。但封面須註明遊程名稱、隊伍名稱；封面、目

錄、企畫書電子檔內文限 20 頁、附件 5 頁以內。 

 



6 

 

 

(三)導覽解說競賽-農村旅遊組 

    自行選擇以各地農村或鄉村內之觀光景點或相關地方特色產業進行介紹，語

言別不限。 

1. 自行拍攝 3 分鐘之導覽解說影片，影片中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

姓名，違者將扣總成績 5 分。 

2. 影片尺寸最低標準 1280 x 960；畫面 4:3，須加字幕。 

3. 作品風格形式不拘，但須原創性；若引用他人之照片、影片與配樂須註明出處。 

 

(四)導覽解說競賽-休閒農業區組 

    自行選擇「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楠西區梅嶺休

閒農業區」內之觀光景點或相關地方特色產業進行介紹，語言別不限。 

1. 自行拍攝 3 分鐘之導覽解說影片，影片中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

姓名，違者將扣總成績 5 分。 

2. 影片尺寸最低標準 1280 x 960；畫面 4:3，須加字幕。 

3. 作品風格形式不拘，但須原創性；若引用他人之照片、影片與配樂須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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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賽方式 

(一) 第一階段初賽—書面評選及影片評選 

1. 參賽者須於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五)23:59 前上網完成

下列報名程序： 

(1) 填寫報名表，簽名後並掃描上傳。 

(2) 填寫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簽名後並掃描上傳。 

(3) 創意遊程競賽上傳企畫書作品(PDF 檔案，10MB 為限)，導覽解說競

賽上傳 3 分鐘影片，檔案格式為 AVI 檔案、MP4 檔案或 WMV 檔案，

並依規定繳交。 

(4) 將簽名後之報名表、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及作品 E-mail 至

ylt168@stu.edu.tw，本單位收到檔案後將會回信告知，若無收到回信

敬請注意是否尚未報名完成。 

2. 超過截止時間、資料不齊全者或是違反競賽規則者，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

評分。 

3. 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說明 

創意遊程

競賽 

 

(1)主題契合性 20% 

(2)遊程可行性與合理性 20% 

(3)整體創意性 20% 

(4)與當地觀光資源結合 20% 

(5)企畫書完整性 20%。 

導覽解說

競賽 

(1)解說內容之正確性 20% 

(2)導覽解說之可看性 20% 

(3)導覽解說之創意性 20% 

(4)台風及導覽解說技巧 20% 

(5)影片製作之完整性 20% 

4. 初賽書審與入選決賽：由初賽評審進行參賽遊程企畫書之書面評分及導覽

解說影片評分擇優錄取，於 2023 年 4 月 21 日(五)17：00 前在網路公告書

面審查結果及決賽名單(請至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系網連結

https://www.lrd.stu.edu.tw/)。 

mailto:將簽名後之報名表、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及作品E-mail至ylt168@stu.edu.tw
mailto:將簽名後之報名表、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及作品E-mail至ylt168@stu.edu.tw
https://www.lrd.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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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決賽 

1. 入圍決賽資格的團隊，須配合決賽報到時繳交下列文件： 

(1) 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簽名正本。 

(2) 決賽檔案 

決賽檔案為 PPT 檔。 

2. 檔案須於 2023 年 5 月 5 日(五)23:59 前，E-mail 至 ylt168@stu.edu.tw 繳交。

參賽檔名為：「2023-參賽組別-參賽團隊之學校科系-報告名稱」 

（檔名範例：2023-創意遊程競賽休閒農業區組-XX 商工觀光科-走跳左鎮）。 

3. 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說明 

創意遊程

競賽 

(1)企畫書完整性 20% 

(2)遊程特色與吸引力 20% 

(3)表達能力與簡報技巧 20% 

(4)台風與團隊精神 20% 

(5)創意展演 20%。 

導覽解說

競賽 

(1)解說內容之正確性 25% 

(2)台風與導覽解說技巧 25% 

(3)導覽解說之吸引力 25% 

(4)創意及道具 25% 

 

六、 獎勵方式 

總決賽：各類組別依總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一)創意遊程競賽 

（1）各組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5,000 元整，指導老師 2,000 元整） 

（2）各組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 元整，指導老師 1,500 元整） 

（3）各組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指導老師 1,000 元整） 

（4）各組總決賽佳作 3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指導老師 500 元整） 

(二)導覽解說競賽 

（1）各組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5,000 元整，指導老師 2,000 元整） 

（2）各組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 元整，指導老師 1,500 元整） 

（3）各組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2,000 元整，指導老師 1,000 元整） 

（4）各組總決賽佳作 3 隊（全隊獎金 1,000 元整，指導老師 500 元整） 

** 獲得上述獎項之指導老師及隊員，每隊頒發獎狀乙只。 

   未獲獎之參賽隊伍將獲得參賽證明乙只。 

 

mailto:E-mail至ylt168@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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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注意事項 

(一)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

事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二)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參

賽資格與追回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 參加決賽及總決賽之作品，由承辦單位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之所有文件不

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四) 參賽者須簽屬作品授權同意書，參賽作品版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將作

品彙集成冊，製作光碟，或放置公開網路平台。參賽者有義務確保主辦單位之出版

權利，並須擔保參賽作品之影像無爭議。 

(五) 獲獎者所獲獎項之獎金，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相關所得稅。 

(六) 遇疫情因應防疫或特殊狀況時，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及獎項更改權利。 

 

八、 活動聯絡人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葉龍泰老師      E-mail：ylt168@stu.edu.tw 

                                            連絡電話：07-6158000#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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