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高科盃「智遊行｣遊程設計競賽 

 

壹、競賽緣由 

    左營，百年間歷經了開墾、繁榮鼎盛到落盡。左營源於早期的商業發展鼎盛，來自閩南農業社會

的生活風土習慣，造就周圍社區亦衍生成聚落。左營下路是傳統聚落的主要道路，豐富人文與生活「共

生」而創造成繁華的商店街，也是舊城通往城外的主要道路，由南到北貫穿整個舊聚落，「左營古厝

街屋」型態為店面窄小進身卻深長，形成了百年老屋，承載了一世紀的記憶。 

   『渡 ･ 左營 ･ 起家厝』邀請您來左營古厝體驗舊人、舊聚落、舊故事，透過智慧旅遊行程設計

競賽，以實際的步伐體驗巷弄的真實面貌，將百年老屋融入智慧新元素，讓古厝風情成為左營深度旅

遊新亮點，促進在地觀光人潮。 

  

貳、競賽目的 

高雄市古厝文化協會透過智慧旅遊行程設計競賽，鼓勵學生探索高雄市左營區古厝群的建築、自

然、人文、歷史特色，讓『渡 ･ 左營 ･ 起家厝』融入智慧創新構想，展現文化記憶與數位科技，透

過智遊行規劃與深度旅遊體驗，發揮影響力，引領民眾體驗高雄舊左營的悠閒、人情味與地元特產。 

 

叁、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高雄市古厝文化協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肆、參加對象 

     (一)全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及碩士生。 

     (二)可跨校、跨科系組隊，每隊需有一至兩位指導老師。 

     (三)採團體組隊競賽方式，每組人數以 2-5 人為限，參賽過程中不得更換成員。 

     (四)參賽隊伍設組長 1 人，負責與主辦單位聯繫參賽事宜。 

 

伍、活動時程 

     (一)線上報名及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23:59 截止。 

        線上報名網址：https://ppt.cc/fvvtBx。 

     (二)計劃書繳交：111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23:59 截止。 

        計劃書連同參賽報名表(附件一)與同意書(附件二)，一併上傳至 https://ppt.cc/fvvtBx。 

     (三)決賽入選名單公告：1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於觀光系網站公佈。 

     (四)決賽的簡報檔(PPT)繳交：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23:59 截止。 

        上傳至 https://ppt.cc/fvvtBx。 

https://forms.gle/2BwU5GwtN3yjmFDEA
https://ppt.cc/fvvtBx
https://ppt.cc/fvvtBx
https://ppt.cc/fvvtBx


     (五)決賽日期：1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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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競賽內容須知 

(一)規劃內容 

    遊程設計競賽以「智慧旅遊行程｣為主，結合左營古厝舊聚落景點、特色建築、盤點資源與彙整

地方人文地產景等，將科技創意融入觀光，規劃深度知性旅遊，呈現獨特旅遊型態與左營新亮點。遊

程規劃以左營區古厝群為主，範圍為 A:左營豐穀宮－B:鳳山縣舊城北門(拱辰門)－C:春秋御閣－D:哈

囉市場（如圖 1 所示）。科技創意融入觀光為評分重點，科技運用由參賽者自由發揮，以下為建議參

考：空拍機、3D 影像、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近距離通訊（NFC）、直播、智慧物聯網

（AIOT）、行動導航、行動預約、鄰近訊息基地（Beacon）、360 全景影像等。 

 

               

                         圖 1 高雄市左營區古厝群 

 

(二)規劃重點 

   1.盤點當地建築、自然、人文、歷史特色。 

   2.發掘深度旅遊之在地資源。 

   3.結合科技創意體驗行程。  

   4.遊程地點：高雄市左營區古厝群，請參閱圖 1。 

   5.行程天數：一日。 

   6.遊程經費限制：經費不限，然應以合乎市場行情為原則，請編列每人合理估價。 

   7.適合對象：可自行設定參與對象，並予以說明適合之客源層。 

   8.風險管理：應考慮遊程運行時的風險預防措施及緊急事件處理機制。 

   9.遊程設計期間：請以 2022 年當地現有之資源為設計依據。 

  10.加分項目:成品產出，如桌遊或文創商品等商品。 

  11.參賽作品須註明計劃名稱及組員姓名、封面、目錄。電子檔上傳檔名：「遊程名稱-組長姓名」，

請勿使用特殊符號@&! #$%^*等、企劃電子檔內文限 20 頁、附件限 10 頁以內。 

  12.主辦單位保有競賽內容及規章修改之權利。 

 



 

 

柒、競賽評分方式與標準 

(一)競賽內容：比賽分成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1.初賽以計劃書進行評分，擇優選隊伍晉級決賽，獲得晉級隊伍，需提供全隊學生證檢錄，若經 

發現其一參賽學生不具有學生身份，則取消資格，再由其他得分次高隊伍遞補。 

2.決賽隊伍進行 10 分鐘上台簡報，並由評審委員提問 5 分鐘，遊程設計電子檔不提供更改替換 

  ，決賽地點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瑛苑國際會議廳。 

 

(二)初賽評分標準： 

初賽計劃書由專業評審進行評選，擇優選隊伍晉級參加決賽，評分標準如下: 

    1.科技性(30%)：符合主題及方向性。 

    2.創意性(30%)：概念及視覺呈現的原創性、獨特性等。 

    3.完整性(20%)：整體計畫與特色資源之融合與呈現與主題扣合程度等。 

    4.可行性(20%)：整體企劃之可行性，包含資源整合與經費規劃之合理性。  

 

(三)決賽評分標準： 

    1.簡報企劃內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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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評分若有同分情事，由評審討論裁決。 

 

捌、獎勵辦法 

    決賽獎項： 

    第一名：每組獎金參萬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二名：每組獎金貳萬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三名：每組獎金壹萬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優勝三名：每組獎金 5,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每組電子獎狀乙紙。 

    各隊指導老師電子指導證明乙張。 

 註：獎項的組數與獎金得視報名組數與成績予以調整，必要時可從缺。 

 

玖、注意事項 

(一)每位參賽者限報名一隊，每隊參賽隊伍提交作品以一件為限。 

(二)參賽隊伍若未依規定交件時程前繳交參賽資料及作品，將視同棄權並取消參賽資格。 

(三)作品一律不受理退件，參賽隊伍請自行確保作品投稿流程，若因網路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完  

   成作品投稿流程，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主辦單位恕不負相關責任。 

(四)如遇作品規格不符、參賽資格不符、檔案格式錯誤以致無法讀取等情形，進而影響資格或評選結 



果，將以棄權論，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且恕不負相關責任，請參賽隊伍務必自行確認相關規定

與檔案格式正確性。 

(五)參賽作品不得涉有誹謗、侮辱、具威脅性、攻擊性、不雅、猥褻、不實、違反公共秩序、違反善 

   良風俗或具有其他不法之內容，違反者主辦單位得不經通知立即刪除該參賽作品，並取消參賽資 

   格。 

(六)參賽作品如為曾經參加比賽之作品或不可一稿多投不予評選，另冒名頂替之作品將追究責任。 

(七)參賽作品以原創未對外公開發表為限，並不得抄襲他人作品。參賽者需保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 

   智財權、肖像權等情形，若有任何侵權行為，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若經他人檢舉或經執行單位 

   查證抄襲屬實，得獎獎金及獎狀則全數收回，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不得異議。 

(八)參賽者提出之所有相關資料，無論得獎或入選與否均不退還，請自行備份保留副本。得獎作品 

   著作權轉讓主辦單位，未得獎作品著作權視同放棄。 

(九)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享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展覽、宣傳、攝影 

   出版、發表或製作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 (畫冊、光碟、網路、軟體) 發行等使用權利，得獎人不 

   得異議。 

(十)凡參加本活動之參賽者，即視同同意並遵守本活動之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 

   最終解釋、更改及變動之權利，並對競賽結果有最終決定權。       

(十一)因新冠疫情之影響，主辦單位保有調整競賽時間、地點與獎勵方式之權利。 

 

 

聯絡方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聯絡人：李家琪 

E-mail：vgoffice01@nkust.edu.tw 

電話：(07)381-4526 分機 17233 

地址：82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附件一 

2022 高科盃『智遊行』遊程設計競賽 報名表 

參賽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系別： 

指導老師姓名 服務系所 行動電話 E-Mail 

    

    

學

生 
姓名 校名/系所/年級 行動電話 E-Mail 

組

長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說明： 

   1.請將參賽報名表、同意書、計劃書等資料上傳至 https://ppt.cc/fvvtBx 

   2.參賽作品及相關文件恕不退還，請自行製作備份留存。 

     3.主辦單位得視疫情狀況保留活動變更的權利。 

https://ppt.cc/fvvtBx


附件二 

2022 高科盃『智遊行』遊程設計競賽 同意書 

    參賽隊伍(團隊)參加 2022 高科盃『智遊行』遊程設計競賽活動，參賽隊伍(團

隊)保證已確實了解活動簡章和公告之規定，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本活動參賽者將在本活動確定參加時，填寫各項個人資料。 

二、參賽隊伍(團體)聲明所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合法、有效的，絕無虛偽隱匿 

    、且保證絕無不法或違約情事。參賽隊伍(團體)保證參賽作品絕無侵害或抄    

    襲他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參賽作品若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或 

    有任何其它違法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者之參賽及得獎資格。 

三、參賽隊伍(團隊)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供主、協辦單位使用於 

    各種媒體、或製作活動成果報告書、展示或地方發展上。 

四、主辦單位得視疫情狀況保留活動變更的權利。 

    立同意書人(團隊)： 1.                                 

    2.                                 

    3.                                 

                      4.                                 

                      5.                                                                  

           （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交通路線資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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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