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 

2017 遊程設計觀摩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中華會展教育學會 

 
 

活動宗旨 

近年來，臺灣觀光產業展現強大豐厚能量，2014 年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超過 1
億 5000 萬人次，2015 年歲末正式成為千萬觀光大國，2016 年來台旅客更創下

1069 萬人次紀錄。在國際旅客入境旅遊以及國人國內旅遊的熱潮中，融合臺灣

在地人文與主題性的遊程與獎勵旅遊成為深具潛力的觀光市場焦點。為提昇國內

相關科系師生對於臺灣人文特色主題行程、獎勵旅遊遊程的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

本遊程競賽特以「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為競賽主題，期望透過競賽達到「做

中學」的教育目標，並藉以厚植國內觀光休閒產學的連結關係。 
 
一、參加對象： 

本競賽為觀摩競賽，參加對象為各大專校院在校學生。每隊學生以一至四人

為限組隊參賽，可跨校、跨系科組隊，每隊需有一至兩位指導教師。 
 
二、報名分組方式： 
（一）「獎勵玩臺灣」（來臺旅客組）：為外國人士來臺之五天四夜遊程規劃。 
（二）「主題遊意思」（國內旅遊組）：為國內旅客之三天兩夜遊程規劃。 
 
三、活動日期與地點： 
（一）報名表繳交時間：2017 年 9 月 1 日(五)起至 9 月 22 日(五)止，以傳真、電

子郵件或郵寄致理科大休閒遊憩管理系(以郵戳為憑)方式。 
（二）書面資料繳交時間：2017 年 9 月 1 日（五）至 9 月 22 日（五）截止（以

郵戳為憑）。 
（三）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入選觀摩賽名單公布時間：10 月 6 日（五）。 

入選觀摩賽名單公告於致理科大休閒遊憩管理系官網「重要公告」欄位。

網址：http://sh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四）競賽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五）。 
（五）競賽地點：致理科技大學。 
備註：競賽相關時間、地點之變更，將公布於本系網頁。 
 
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本競賽為觀摩競賽，為鼓勵同學參與，免報名費。 



（二）報名流程： 
 
 
 
 
 
 
 
 

     
 
 

 
請參賽隊伍於本系網站下載列印參賽報名表（加蓋學校系所印章）後，

連同聲明書、學生證黏貼表格以及遊程設計企劃書一式五份（其中，

遊程設計企劃書需燒錄製成 CD 光碟片一張）以郵寄掛號（或親送）

方式於期限內寄至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繳交資料：1.遊程企劃書（紙本、五份）及 CD 資料光碟（一份）。 

          2.報名表、聲明書及學生證黏貼表格。 

五、競賽流程： 
10 月 20 日競賽當日由各參賽隊伍進行 10 分鐘簡報，簡報時 8 分鐘響鈴 1
聲；10 分鐘響鈴 2 聲，即完成簡報。 

 
六、競賽評分標準： 

1. 規劃內容以彰顯臺灣主題遊程多元之美為原則，適合 30 人以上團體旅遊

行程。 
2. 遊程重點：推廣臺灣在地特色主題多元遊程；發展優質精緻之獎勵遊程。

宣傳臺灣各主題性觀光、人文、文創產業特色資源。 
3. 遊程地點：以臺灣地區（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為限。 
4. 行程天數：（來臺旅客組）五天四夜。（國內旅遊組）三天兩夜。 
5. 主題選定： 

（1） 獎勵玩臺灣（來臺旅客組） 
請依競賽規則，規劃來臺進行獎勵旅遊的團體旅遊行程。行程主

題以臺灣文創之美為主，行程中需安排一個或以上的文化創意園

區。可參考文化部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介紹（網址：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2_34100.html）。 
（2） 主題遊意思（國內旅遊組） 

請依據競賽規則，規劃國內 20 人以上團體旅遊行程。行程主題強

• 1.填妥「報名表」，下載列印 

• 2.「聲明書」、「學生證黏貼表格」下載列印 

相關資料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http://sh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 3.依據簡章規定將所需繳交之資料裝入信封，於報名

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本系，完成報名。 

 



調臺灣人文之美、文化體驗等主題旅遊特色。 
（3） 遊程經費：經費未有限制，請依市場行情規劃合理之單人估價。 
（4） 交通及食宿安排：請以合法經營業者為基本原則。 
（5） 遊程參與成員設定：自行設定，並於企劃中說明行程適合客層。 
（6） 風險管理：應考慮遊程執行時之風險預防及緊急事件因應方式。 
（7） 請依據 2017 年當地具備之觀光資源為遊程設計內容。 
（8） 為求公平，企劃書之封面、內文及簡報檔案皆不得出現學校、系

所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將予以扣分。但請列出企劃名稱以

及團隊成員姓名，企劃書本文以 20 頁為限（不含封面與目錄）、

附件資料則至多 5 頁。 
（9） 競賽評分標準：簡報 10 分鐘。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遊程之可行性 20％ 
遊程所具之創意、創新性 30％ 
遊程企劃書之完整性 20％ 
遊程與在地觀光資源的融合性 15％ 
簡報技巧與表達能力 15％ 
 

七、獎勵方式： 
 報名參賽：指導老師每人指導證書一紙、參賽者參賽證明一紙。 
 競賽部分：「獎勵玩臺灣」與「主題遊意思」兩組各評選出前三名，依

序頒發 
第一名獎金 3000 元 
第二名獎金 2000 元 
第三名獎金 1000 元 
佳作若干名 
指導老師及競賽同學每人獎狀一紙。 

 
八、本競賽內容及規章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 

九、寄件/聯絡方式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電話：02-2257-6167 分機 2325 
      02-2351-2587 分機 15  中華會展教育學會 陶亦宣秘書長 
傳真：02-22559674 
      02-23918788   
電子郵件信箱：chamicee.tw@gmail.com 
              mh100@mail.chihlee.edu.tw 

mailto:mh100@mail.chihlee.edu.tw


「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2017 遊程設計競賽觀摩賽報名表 

遊程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遊程名稱： 

競賽組別 □「獎勵玩臺灣」（來臺旅客組） 

□「主題遊意思」（國內旅遊組） 

團隊成員 隊長(聯絡人)：＿＿＿＿＿＿＿＿代表參賽團隊，負責聯

繫、入圍及得獎權利義務之切相關事宜。  

組員： (1) ＿＿＿＿＿＿＿＿(2) ＿＿＿＿＿＿＿＿           

       (3) ＿＿＿＿＿＿＿＿ 

聯絡方式 連絡電話： 

（惠請提供通訊正常的兩個連絡電話，以避免聯絡不及之情況發

生。 入圍、參賽、領獎等相關狀況） 

連絡 Email：  

（請提供有效電子郵件帳號） 

注意事項 
參賽人保證已確實瞭解「『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2017 遊程

設計競賽觀摩賽」之參賽規則，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1） 參賽者須保證其遊程計畫書為原創作品，並無抄襲仿冒情

事，且未曾對外公開發表。 
（2） 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

者，參賽者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

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 為秉持創新精神，同一作品若已參加其他全國性、跨校性

競賽得獎者，不得再參加本競賽。 
（4） 競賽得獎作品，若經證實違反上述規定者，主辦單位將有

權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項。 
（5） 參加競賽之計畫書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取消資格。 
（6） 基於宣傳需要，主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擁有攝影、報導、

展出、評論及在其它媒體、刊登作品之權利。 



（7）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共同商議之。 

參賽者簽名與蓋章： 

指導老師簽章： 

（所有參賽者均須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 
            ＿＿＿＿＿＿＿＿＿ 
            ＿＿＿＿＿＿＿＿＿ 
            ＿＿＿＿＿＿＿＿＿ 
（請依簽名順序填寫） 

日期︰106 年   日    日 

 
  



聲明書 

本團隊已詳閱「『主題遊意思‧獎勵玩臺灣』2017遊程設計競賽觀摩

賽」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內容，保證各項報名表資料所具之內容及提

供各資料均正確無誤，願意配合競賽之相關活動；並保證參賽計畫書

絕無抄襲等不法行為，如有不法行為，將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被取

消比賽資格，退回獎金及獎狀。 

立書人：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學 生 證 黏 貼 表 格 

注意事項：請黏貼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惟請注意學生證反面影本需有當學期之註

冊章。所有參賽學生均須為在學學生。 

 

 

組員 1 

學生證黏貼處 

(正面) 

 

 

組員 1 

學生證黏貼處 

(反面) 

 
 
 

 

組員 2 

學生證黏貼處 

(正面) 

 

 

組員 2 

學生證黏貼處 

(反面) 

 
 
 
 
 
 
 



      

      組員 3 

學生證黏貼處 

(正面) 

 

 

組員 3 

學生證黏貼處 

(反面) 

 
 
 

 

組員 4 

學生證黏貼處 

(正面) 

 

 

組員 4 

學生證黏貼處 

(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