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版旅遊松-創意旅遊行銷企劃 
100 ways to attract foreigne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aiwan 

參賽簡章         

一、活動目的 

旅遊松(Travelthon)的目是，召集校園青年的創意腦，透過工

作坊學習的機會，引領校園青年一同構思行銷台灣的方法，讓

行銷創意能登上國際舞台。並期盼激發出校園青年實現創意的

行動力，讓世界旅人不只看見台灣，更能感受到台灣學生的熱

情與衝勁。 

二、參賽資格 

1. 限在校生、不分國籍的青年，以 1～5人的團體，皆能免費報

名參賽，團隊成員可跨校跨科系，每人限定一項作品參賽。 

2. 參賽團隊如有指導老師，則只限一名。 

三、提案內容 

1. 提案名稱、主題自訂，以創意點子行銷台灣為發想主軸。 



2. 提案內容須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幾點： 

        封面、團隊介紹、提案動機、目的、行銷計畫(執行方法)、預期

效益 

3. 提案企劃書以中文或英文呈現皆可。 

四、活動時程 

項

次 

項目 時間 內容 

1 旅人

100 

校園

版 

說明

會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7.09.06 

活動時間： 

2017.09.09 

早上 09:00 

1. 參加說明會必須填寫說明會網路報

名表單。 

https://goo.gl/forms/op38mcM1CWYZHiZf2 

2 參賽

報名 

即日起至

2017.09.15 

1. 報名參賽必須填寫參賽網路報名表

單。 

https://goo.gl/forms/UmIoIvTPiZasr3Ts1 

2. 請詳見參賽資格與報名時間，如不

符規定將不受理。 

3 預賽 

企劃

即日起至

2017.09.22 

1. 繳交企劃書前必須先報名參賽。 

2. 於期限內，繳交完整提案企劃書至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goo.gl/forms/op38mcM1CWYZHiZf2%26amp;sa%3DD%26amp;ust%3D1502938802321000%26amp;usg%3DAFQjCNHBIAio2mHxeqYDgpCU9KmKxgVSEQ&sa=D&ust=1502938802382000&usg=AFQjCNF1f26scIrGQHnH9U30waVFvvZJs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goo.gl/forms/UmIoIvTPiZasr3Ts1%26amp;sa%3DD%26amp;ust%3D1502938802323000%26amp;usg%3DAFQjCNHOOZYfZOCiiBs7PvXy-JfCsNErcg&sa=D&ust=1502938802383000&usg=AFQjCNG-je41AwEOFYJjw8xrHGMzF1j0dQ


書 

繳交 

24:00前截止

收件(以電子郵

件寄出時間為

憑) 

chrislin@travel2local.com 

4 預賽 2017.10.01 

早上 09:00 

1. 以中文或英文進行簡報 

2. 主辦單位進行評選 

3. 公布 3 組佳作團隊 

4. 與賽隊伍過多時，主辦單位得於

09.30加開預賽場次 

5 進件 2017.10.15 

24:00前截止

收件(以電子郵

件寄出時間為

憑) 

1. 3 組獲選為佳作的團隊，根據預賽中

的評審建議，進行企劃書修改並補強內

容 

2. 線上繳交最終版企劃書於「讓世界

旅人看見台灣的 100 種方法」活動官

網

http://www.dtta.com.tw/project100 

五、旅人 100 校園版旅遊松說明會 

1. 說明會邀請專業講師，為參賽團隊進行企劃輔導、創意發想等，

有助於參賽團隊的企劃撰寫。 

2. 本場說明會必須於即日起至 2017.09.06 填寫說明會網路報名

表單 

mailto:chrislin@travel2local.co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www.dtta.com.tw/project100%26amp;sa%3DD%26amp;ust%3D1502938802329000%26amp;usg%3DAFQjCNFkkUVnFu3hyiLqe8Agfo7efrA4Gw&sa=D&ust=1502938802384000&usg=AFQjCNETqGz8vWKkrUyllU7OV-N3Oz_WNg


https://goo.gl/forms/op38mcM1CWYZHiZf2 

3. 本場說明會可協助代訂午餐。 

4. 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經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號。 

5. 說明會參考時程如下 

2017.09.09 旅人 100 校園版旅遊松說明會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報到時間 

0930-0940 主持人開場 

0940-1010 講師 A 分享+QA 

1010-1040 講師 B 分享+QA 

1040-1050 Mentor 介紹 

1050-1200 Mentor 各組輔導 

1200-1210 大合照&活動結束 

六、預賽企劃書收件說明 

1. 繳交企劃書前，必須於即日起至 2017.09.15 填寫參賽網路報

名表單。https://goo.gl/forms/UmIoIvTPiZasr3Ts1 

2. 格式以 PowerPoint製作，轉存為 PDF。 

3. 提案企劃全資料不超過 30 頁。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goo.gl/forms/op38mcM1CWYZHiZf2%26amp;sa%3DD%26amp;ust%3D1502938802331000%26amp;usg%3DAFQjCNHnIHk0EjH7wTlwPvisT1DvCab33g&sa=D&ust=1502938802384000&usg=AFQjCNEAKE6dm7ucGjexB-aap4VzwzoUW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google.com/url?q%3Dhttps://goo.gl/forms/UmIoIvTPiZasr3Ts1%26amp;sa%3DD%26amp;ust%3D1502938802337000%26amp;usg%3DAFQjCNENHhAuG6HljKw3lIkLgmyNYEjpSg&sa=D&ust=1502938802385000&usg=AFQjCNGSO6WbpLyPIx2noh-jWTNKV4kcsA


4. 提案企劃書電子檔名－團隊名稱 

5. 將完整提案企劃書繳交至：Travel2Local 

chrislin@travel2local.com。 

6. 信件主旨：校園版旅遊松-團隊名稱 

7. 繳交時間：即日起至 2017.09.22 

24:00前截止收件(以電子郵件寄出時間為憑) 

七、預賽進行方式 

1. 每組參賽團隊都以中文或英文進行簡報，簡報以繳交的企劃書

呈現即可。 

2. 每組參賽團隊的簡報時間為 4分鐘，2 分鐘評審中文或英文提

問，共計 6分鐘。 

3. 主辦單位將進行評選，並且給予每參賽團隊的提案建議。 

4. 最後公布 3組佳作團隊，即可獲得獎勵。 

5. 本場預賽可協助代訂午餐。 

6. 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經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號。 

7. 預賽參考時程如下 

2017.10.01 旅人 100 校園版旅遊松預賽 

時間 活動內容 

mailto:chrislin@travel2local.com


0900-0930 報到時間 

0930-0940 主持人開場及競賽說明 

0940-1140 上半場簡報 

1140-1300 休息時間(可協助代訂午餐) 

1300-1500 下半場簡報 

1500-1520 評審評選時間 

1520-1540 頒獎 

1540-1550 大合照&活動結束 

八、預賽活動獎勵 

三組獲選為佳作團隊，每組即可獲得一份超優質民宿住宿券，

並取得最後的決賽資格，就有機會免費去矽谷！ 

九、預賽評分辦法 

1. 由主辦單位安排的評審團，現場評選出三組佳作作品。 

2. 評分標準 

        創意性 40%／可行性 30%／效益性 20%／提報整體展現 10% 

十、進件 

1. 三組獲選為佳作的團隊，在預賽後，根據評審的建議，進行企

劃書的修改與補強。並於時間內至報名網站報名並繳交完整企

劃書。 



2. 繳交時間：2017.10.15 止。 

3. 報名方式： 請將報名表及提案企劃書上傳至「讓世界旅人看見

台灣的 100 種方法」活動官網

http://www.dtta.com.tw/project100。 

4. 詳情請見「讓世界旅人看見台灣的 100 種方法」活動簡章。 

十一、聯絡方式 

        若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詢問：Travel2Local。 

chrislin@travel2local.com 

十二、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保證參賽作品確實由本人所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

權或其他違法之情事，如有抄襲仿冒之情事，經評審決議認定，

或遭他人檢舉並證實確有該等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

得獎資格，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已領取獎項者，

主(承)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 

2. 內容若不符合主題或有傷風敗俗等情事，主辦單位有權不通知

該名參賽者或團隊，並直接刪除其參賽資格。  

主辦單位：台灣觀光發展聯盟 Dream Travel Taiwan Association 

承辦單位：Travel2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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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亞太旅發會、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