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高科盃 日語導覽競賽 決賽名單 

高中職組 

發表

順序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所屬科系 
作品名稱 參賽者 1 參賽者 2 參賽者 3 參賽者 4 

1 樹德家商 張佳娜 應用日語科 
生きる、活かす、

いこう 
鄭嘉芊 張宸瑄 胡詩翌  

2 私立葳格高中 許璟倫 觀光事業科 走到橋頭自然甜 夏杰 鄧苡萱 謝宛樺  

3 南英商工 黃恩真 應用日語科 古城巡禮 李怡宣 林子涵   

4 高餐大附中 楊東衡 觀光事業科 高雄 Takow go!! 盧芊筑 林姸均 梁芷璇 鄭仕笠 

5 
文藻外語大學

(五專) 
小堀和彦 日本語文系 足跡 吳宜玟 陳妤瑄   

6 明誠中學 吳春蘭 普通高中 蓮池潭-塔之美 謝湘婷 林晞斐   

7 台南高商 林彥妘 觀光事業科 鳳儀書院 蘇珮昀 謝宜岑 郭家伶 黃巧崴 

8 三民家商 林善義 觀光事業科 打狗英雄尋古記 黃羽涵 李家妤 李宥庭 許冠毅 

9 
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 
陳美惠 應用日語科 

高雄古蹟探訪之尋

蹤覓蹟 
黃淳憶 黃亘璟 陳盈宏 鍾羽璇 

10 三信家商 翁勳容 觀光事業科 鳳儀書院走讀趣 張維庭 陳芷昕 陳逸柔 李沛昀 

         

大專組 

發表

順序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所屬系所 
作品名稱 參賽者 1 參賽者 2 參賽者 3 參賽者 4 

1 高雄科技大學 林秉敏 觀光管理系 左營舊城導覽 丁祐丞 楊佳憲   

2 建國科技大學 伊藤牧子 應用外語系 蓮池潭 林俊佑 李銘洋 黃靖惠 陳奕蓁 

3 高雄科技大學 林秉敏 觀光管理系 旗砲旅程 李佩璇 賴君瑋 黃玟綺  

4 美和科技大學 陳芳華 觀光系 

打狗漫步、穿越

Hamasen 的前世今

生 

鄭志誠 楊峻 曾順意 吳雅芳 

5 高雄科技大學 林秉敏 觀光管理系 重回歷史 張羽函 張郡峰   

6 正修科技大學 謝希瑩 觀光遊憩系 
南風再起有鳳來儀

~鳳儀書院 
陳佳誼 黃品菡 劉秀鳳  

7 
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 
林姿理 應用英語系 旗山ヒストリー 黃月屏 吳怡蓁 朱怡儒 楊季梅 

8 國立中山大學 邱素芬 
海洋生物科技 

暨資源學系 
西子灣文化之旅 劉家宏 吳柏毅   



一、評選方式 

【決賽】採公開評選-現場導覽： 

(1)評分標準：導覽內容 25%(選材與語言應用的適切性與正確性) 

導覽技巧 25%(影像表現與導覽方式) 

台風 25%(穩健具說服力) 

發音與流暢度 25%(發音咬字清晰順暢) 

(2)決賽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3)決賽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瑛苑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4)報到時間：08:00-08:45 進行報到作業，由高中職組優先進行比賽。 

(5)名次公布：大專組；高中職組統一於決賽結束後公布名次並頒獎。 

(6)現場提供電腦、單槍投影機、手持無線麥克風或小蜜蜂及音響設備。 

(7)決賽當天閉幕式同時宣佈得獎名單並頒獎，得獎者及名次日後公告於高雄科

技大學觀光管理系網站。 

 

二、停車相關資訊 

以便校園出入管制。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Tn9Y9LDGXGR7t8fc7 

 

 



三、獎勵 

大專組 

第一名 每組獎金 5,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第二名 每組獎金 3,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第三名 每組獎金 2,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創意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影片、簡報製作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具吸引力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台風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團隊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各隊指導老師指導證明乙張。(獎狀與指導證明皆於賽後以電子檔形式傳送) 

 

高中職組 

第一名 每組獎金 5,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第二名 每組獎金 3,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第三名 每組獎金 2,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創意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影片、簡報製作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具吸引力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台風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最佳團隊獎：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卷、每人獎狀 1 紙 

各隊指導老師指導證明乙張。(獎狀與指導證明皆於賽後以電子檔形式傳送) 

 

四、聯絡資訊 

聯絡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辦公室：董蕙禎小姐 

燕巢校區：07-3814526#17231～17237 

建工校區：07-3814526#17200、17214 

 

五、其它 

(1)凡報名參賽者均給予參賽證明書。 

(2)凡進入決賽者申請本校均可給予推薦入學(請參考高科大推薦入學辦法)。 

(3)不論是否入選，所有參賽資料不予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存檔。 

(4)主辦單位擁有參賽內容之使用權。 



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交通路線資訊 

 

自行開車 

北上 

(1)國道 3 號北上：至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西行）後，至燕巢交流道

下，至旗楠公路右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2)國道 1 號北上：至鼎金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東行）後，至燕巢交流道

下，至旗楠公路右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南下 

(1)國道 3 號南下：至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西行）後，至燕巢交流道

下，至旗楠公路右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2)國道 1 號南下：至鼎金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東行）後，至燕巢交流道

下，至旗楠公路右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大眾運輸工具 

 

捷運轉公車： 

(1)R21 都會公園捷運站：搭乘「高雄客運」7A 號公車，於高科大燕巢校區站

下車。(車程約 45 分鐘) 

(2)R16 左營(高鐵)捷運站：第 3 公車停靠站，搭乘「義大客運」E04 號燕巢學

園快線，於高科大燕巢校區站下車。(車程約 30 分鐘) 

 

高鐵轉公車： 

(1)於高鐵左營站下車，轉搭高雄捷運至 R21 都會公園捷運站後，轉 7A 號公車

前往。(車程約 45 分鐘) 

(2)於高鐵左營站 2 號出口，步行至第 3 公車停靠站，搭乘「義大客運」E04 路

燕巢學園快線，於高科大燕巢校區站下車。(車程約 30 分鐘) 

 

台鐵轉公車： 

(1)於楠梓火車站下車，轉 7A 路、8023 路、8029 路公車前往，於竹崎站(高科

大燕巢校區)下車。 

(2)高雄火車站下車，轉 8023 路公車前往，於竹崎站(高科大燕巢校區)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