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決賽】2013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暨國際觀摩會決賽公告 

壹、競賽注意事項 

1.總決賽報到時間為 上午 09:00至 09:30，請各組派一代表簽到後將競賽簡報檔繳交至主

辦單位電腦完成報名手續。 

2.總決賽簡報請準備 PowerPoint2003與 2007兩種版本之簽報，並禁止使用個人電腦進行

簡報。 

3.如各組報名之競賽組別公告有錯誤者，請於 06/05(三)中午 12:00前告知本競賽小組進行

更改修正。 

 

貳、競賽地點-大仁科技大學 

 

●日期：2013年 06月 10日(星期一) 09:00-16:40 

●地址：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號  

●場地： 

 

 

 



參、總決賽時程表   

    一、大專院校(國內旅遊組)  

09:00-09:30 報      到(繳交簡報檔案) 

       場地

時間 

場地：大仁科技大學 

      報到場地：A棟行政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來賓致詞與比賽規則宣讀 & 國際觀摩會 

10:00-12:00 

比賽場地：A棟行政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01.牽手，造訪花東之美 / 景文科技大學  

02.縱谷漂飄生森不息 花東三日驚奇之旅 / 嶺東科技大學  

03.清親我寶貝；漫步水沙蓮 / 建國科技大學  

04.單車‧海洋‧放心騎 / 高雄餐旅大學  

05.單身菊島-幸福‧前一站/ 萬能科技大學  

06.悠遊茂林-動靜之間 / 大仁科技大學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5:00 

07.夏日四部曲，享旅雲嘉南 / 景文科技大學  

08.台南鳥事多~愛在西拉雅~戀上雲嘉南 / 大同技術學院  

09.鵬友，東港琉達趣 / 文藻外語學院  

10.輕熟女的華麗與冒險之旅 / 高雄餐旅大學  

11.多福旅遊任優遊 SUN MOON LAKE / 嶺東科技大學  

12.義南忘 四面行 / 景文科技大學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國際觀摩會 

16:00-16:30 評審講評&頒獎 

16:30-16:40 大專組各組別第一名代表簽定就業意向書 

16:4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二、大專院校(來台旅客組)     

09:00-09:30 報      到(繳交簡報檔案) 

       場地

時間 

場地：大仁科技大學 

      報到場地：A棟行政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來賓致詞與比賽規則宣讀 & 國際觀摩會 

10:00-12:00 

比賽場地：U棟達文西大樓-3F艾倫‧克魯格廳 

01. 溫暖不設限，給你泉心感動的機會/樹德科技大學  

02. 寶島原湯、美食、祕境の完全享樂假期/大同技術學院  

03. 來台旅客(日本鬥陣旅遊 In台灣)/ 朝陽科技大學  

04. 遍遊東 Fun綠活 Taiwan/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05. 溫情漫遊 樂活北台 北台灣五日遊/真理大學  

06. 食尚溫泉 LET'S GO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5:00 

07.甜蜜月定 珍愛一生/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08.美食與溫泉(健康 193)/ 南開科技大學  

09.食泉食美 泰雅風情/大仁科技大學  

10.戀 戀 原 鄉 安 康 行/屏東科技大學  

11.輕的台灣/虎尾科技大學  

12.泉新體驗，食現台灣 (番薯湯之旅)/ 中華科技大學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國際觀摩會 

16:00-16:30 評審講評&頒獎 

16:30-16:40 大專組各組別第一名代表簽定就業意向書 

16:4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 

●1.以上各組報告順序由本協會以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2.決賽簡報時間為每組 15分鐘，第 13分鐘響鈴一聲，第 14分鐘響鈴兩聲， 

第 15分鐘響鈴三聲即結束簡報，逾時隊伍將予以扣分。 

  ●3.總決賽時不得替換企劃書與遊程內容，若自行修改遊程簡報告成與書面資料不符或差    

      異過大，導致評審扣分之情況請自行負責。 

 

 

 

 

 

 

 

 

 

 

 



三、高中職組(國內旅遊組)     

09:00-09:30 報      到(繳交簡報檔案) 

       場地

時間 

場地：大仁科技大學 

      報到場地：A棟行政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來賓致詞與比賽規則宣讀 & 國際觀摩會 

10:00-12:00 

比賽場地：U棟達文西大樓-U426 

01. 戀潭交響曲 / 樹德家商 

02. 鯨夏有約 碧海蓮天 親子三日遊 / 新民高級中學 

03. 北神工綺，讚鬼斧技/ 喬治商工 

04. 偶像劇之旅 / 嶺東中學 

05. 你農我農。心旅行 / 樹德家商 

06. 南臺灣藝文與生態旅遊 / 永平工商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5:00 

07. 邂逅北宜，心曠神怡 / 大明高中 

08. 花東縱谷 &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 私立豫章工商 

09. 賞西，熟西，Surprising! / 台南高商 

10. Tabe! 西拉雅! / 霧峰農工 

11. 養生有到西拉雅 YOHO台南踐康趣 / 三民家商 

12. 迎向洄瀾 新心相印/ 永平工商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國際觀摩會 

16:00-16:30 評審講評&頒獎 

16:30-16:40 大專組各組別第一名代表簽定就業意向書 

16:4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 

●1.以上各組報告順序由本協會以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2.決賽簡報時間為每組 15分鐘，第 13分鐘響鈴一聲，第 14分鐘響鈴兩聲， 

第 15分鐘響鈴三聲即結束簡報，逾時隊伍將予以扣分。 

  ●3.總決賽時不得替換企劃書與遊程內容，若自行修改遊程簡報告成與書面資料不符或差    

      異過大，導致評審扣分之情況請自行負責。 

 

 

 

 

 

 

 

 

 

 



四、高中職組(來台旅客組)     

09:00-09:30 報      到(繳交簡報檔案) 

       場地

時間 

場地：大仁科技大學 

      報到場地：A棟行政大樓-9樓國際會議廳 

09:30-10:00 來賓致詞與比賽規則宣讀 & 國際觀摩會 

10:00-12:00 

比賽場地：U棟達文西大樓-U428 

01. 郊學鄉徜，拾泉食美/致用高中 

02. Fun眼台灣情-溫泉美食饗宴/高雄市三民家商 

03. SPA-Special Pi Amazing/永平工商 

04. 山城花語 香芬四藝/恆春工商 

05. 溫心台灣 食在金彩/新民高級中學 

06. 實泉食美-北台灣湯泉美食充電輕旅行/竹山高級中學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5:00 

07. 桐油客庄 花現桃竹苗/永平工商 

08. 美食饗宴，泉力四射/永平工商 

09. 溫泉美食私房遊‧五天四夜企劃書/左營高中 

10. 醉「泉」西遊記-美食篇/醒吾高級中學 

11. 愛戀臺灣溫泉美食之旅/君毅高級中學 

12. 台灣真好行，「聞食」、「泉湧」fun鬆趣/高雄市三民家商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國際觀摩會 

16:00-16:30 評審講評&頒獎 

16:30-16:40 大專組各組別第一名代表簽定就業意向書 

16:4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 

●1.以上各組報告順序由本協會以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2.決賽簡報時間為每組 15分鐘，第 13分鐘響鈴一聲，第 14分鐘響鈴兩聲， 

第 15分鐘響鈴三聲即結束簡報，逾時隊伍將予以扣分。 

  ●3.總決賽時不得替換企劃書與遊程內容，若自行修改遊程簡報告成與書面資料不符或差    

      異過大，導致評審扣分之情況請自行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