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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暨國際觀摩會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中華電信、銘傳大學觀光學院、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餐旅群科中心學校 

※各區承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觀光系(南區)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系(中區)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北區) 

※協辦單位：山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康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開陽國際旅行社、

香港旅遊發展局、夏威夷航空公司、菲律賓觀光部台灣分處、 

馬里亞納觀光局、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 

壹、活動目的 

近年國內旅遊人數每年高達上億人次，來台旅客人數屢破新高，為確保國內旅遊品

質維持，以及發揮台灣獨特歷史文化與觀光遊憩資源，期望透過本遊程設計競賽推廣，

能帶動大專院校與高中職相關科系師生學以致用與激發創意的效益，並且提升遊程設計

規劃的實務技能，培養旅遊業界專業技術人才與精英的目標，並且經由遊程規劃及思考，

結合國內各地方產業資源，以提昇旅遊業的服務品質及創造新興的旅遊路線，達到產學

合作與共同提升的雙贏目的。而 2013年觀光精英盃遊程競賽成功的舉行引起國內各界

注目，全國共吸引 208個隊伍參賽與各國旅遊代表參與，有多篇媒體報導與關注，今年

更進一步與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合作，導入智慧旅遊的概念，全面提升旅遊數位化的

知能。 

貳、2014 觀光精英盃活動內容說明 

一、參加對象： 

    (一)大專院校組：國內大專院校、五專部(四、五年級)在校學生及研究生。 

    (二)高中職組：國內高中職學校、五專部(一至三年級)之在校學生。 

      備註：每隊以一至四人為限參與競賽，可跨校、跨系科組隊，每隊需有一至兩位

指導老師。(若五專部隊伍成員有四、五年級學生，則應報名大專院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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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分組方式： 

   (一)大專院校組：(1)國內旅遊組：國內旅客之三天兩夜遊程規劃。                 

(2)來台旅客組：外國人士來台(含陸客)之五天四夜遊程規劃。 

   (二)高中職組： (1)國內旅遊組：國內旅客之三天兩夜遊程規劃。                   

(2)來台旅客組：外國人士來台(含陸客)之五天四夜遊程規劃。 

 三、競賽分區說明： 

    參賽隊伍依據學校所屬地區報名時，即由本會進行分區評選，參與競賽簡報，分區

競賽獲選隊伍即晉級全國總決賽。分區依據如下： 

    (一)北區：台北、新北、基隆、桃園、新竹、宜蘭、花蓮。 

    (二)中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 

    (三)南區：台南、高雄、屏東、台東。 

    備註：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學校可自選報名分區。 

四、活動日期與地點： 

 (一)線上報名及繳費期限：即日起至 2014年 5月 09日(五)晚上 23:59 截止。 

     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tpdtw.org/signup/data/competition.php 

 (二)書面資料繳件期限：即日起至 2014年 5月 16日(五)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三)分區競賽日期：1.南區：2014年 5 月 28日(三) 地點：美和科技大學(屏東) 

                   2.中區：2014年 5 月 29日(四) 地點：南華大學(嘉義) 

                   3.北區：2014年 5 月 30日(五) 地點：東南科技大學(新北) 

 (四)全國總決賽暨國際觀摩：2014年 6月 10日(二)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備註：如有任何地點之變更，將於競賽活動網頁公告及告知各參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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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每隊新台幣 1000元，請以 ATM轉帳或匯款方式繳納報名費。 

(二)報名流程： 

(每一註冊帳號只能報名一組競賽，若遇報名兩組(含)以上者，需申請另一註

冊帳號進行報名。) 

    

 

  

 

 

 

 

 

 

 

 

請於本會線上報名網頁填寫並列印參賽報名表(加蓋學校所、系、科印章）後，

連同著作權聲明書及遊程設計企劃書一式五份(遊程設計劃書電子檔案，須燒製一份 CD

光碟) 、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行程上傳證明表，以郵寄掛號方式於報名繳件期限內寄

至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完成報名手續。 

    (二)繳交資料：1.書面遊程企劃書(五份)及 CD資料光碟(1份，企劃書電子檔即可)  

                   2.參賽報名表、著作權聲明書及學生證正反面表格 

3.中華電信 HiNet旅遊雲行程上傳證明表 

                 (請於 2014年 5月 16日前掛號至本會會址，以郵局郵郵戳為憑。) 

    (三)競賽公告網址：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網站  http://www.tpdtw.org 

匯款資料 

銀行別： 

812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252七賢分行 

帳號： 

2025-01-0000239-8 

戶名： 

中華名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中華電信 HiNet旅遊雲： 

製作旅遊行程並下載列印”行程上傳證明表” 

(http://travel.hinet.net/tvl_diy/index.jsf) 

寄繳報名表件： 

請依簡章規定將所需寄繳資料裝入妥適尺寸信

封內，並貼上報名信封封面，於報名期限內(以郵

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掛號郵寄至本會。 

1. 下載列印”聲明書”、”學生證正反面表格” 

2. 填妥”參賽報名表”並下載列印 

3. 列印報名信封封面 

繳交報名費： 

1.ATM轉帳或臨櫃繳費 

2回線上報名->查詢報名狀態->通知付款、填入

匯款後 5碼，(若以臨櫃繳費，請備註匯款戶名) 

線上報名(只需推派一位參賽者操作即可) 

http://www.tpdtw.org/signup/data/competition.php 

1. 註冊帳號(若已有帳號，請忽略) 

2. 查閱「報名流程說明」->下拉查看「觀光精

英盃報名流程」再進行報名。 

http://www.tpd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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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競賽流程： 

    (一)競賽內容：比賽分區競賽及全國總決賽兩階段 

1、地區競賽：北、中、南各區競賽將由各參賽隊伍進行 5分鐘上台簡報，並經

由評審委員提問 2分鐘。大專院校組與高中職組之「國內旅遊組」與「來台

旅客組」-各評選優勝四名及佳作數名，頒發每人獎狀一紙。分區競賽優勝隊

伍即晉級全國總決賽。 

  2、全國總決賽：各區競賽優勝隊伍進行 15分鐘上台簡報，並由評審委員提問 5

分鐘，遊程設計企劃書不提供更改替換；競賽各組取前六名及佳作六名，進

行頒獎。 

七、競賽評分標準： 

        1. 規劃內容以呈現台灣觀光旅遊特色為原則，適合團體旅遊(10~40 人)行程。 

           (參賽「國內旅遊組」者，請注意所選擇之好客民宿房間數及容納量) 

        2. 規劃重點：(1)發展國內精緻旅遊。    (2)推廣台灣自然人文歷史特色。                     

(3)培養大眾精緻與創意旅遊理念。(4)建構旅遊品質及深度。         

(5)遊程應結合在地各項觀光與產業資源特色。 

3. 遊程地點：以台灣地區為限。(包含台澎金馬) 

        4. 行程天數：(國內旅遊組)三天兩夜；(來台旅客組)五天四夜。 

        5. 主題設定：國內旅遊組：好客民宿旅遊 

來台旅客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 

           網站連結： 

好客民宿(台灣旅宿網)http://taiwanstay.net.tw/browse.asp?t=bb&mp=1 

十大觀光小城：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17554(含特色小城共 17 個) 

01.臺中大甲 02.桃園大溪 03.臺北北投 04.臺南安平 05.金門金城 06.高雄美濃 

07.彰化鹿港 08.南投集集 09.新北瑞芳 10.宜蘭礁溪 11.苗栗三義 12.花蓮瑞穗 

13.臺北信義 14.連江北竿 15.屏東琉球 16.澎湖馬公 17.臺東鹿野  

        **參賽作品若不符合主題規定，本會有權取消獲獎資格。 

http://taiwanstay.net.tw/browse.asp?t=bb&mp=1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17554(含特色小城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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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遊程經費限制：經費不限，以合乎市場行情為原則，請編列每人合理估價。 

        7. 交通工具：結合各種安全及便利交通工具。 

        8. 住宿安排：以合法住宿機構為原則。 

        9. 適合對象：可自行設定參與對象，並說明適合客源層。 

       10. 風險管理：應考慮遊程執行時的風險預防措施及緊急事件處理機制。 

     11. 遊程設計期間：以 2014年當地現有之資源為設計依據。 

12. 為維持競賽公平性，企劃書封面、內文及 PPT簡報皆不得出現學校、系所

科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每出現一次將扣總成績一分。但須註明企劃

書名稱及組員姓名，企劃書(不含封面與目錄)內文頁數限 20頁以內。 

       13. 分區競賽評分標準：簡報 5分鐘，評審提問 2分鐘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遊程可行性與合理性 25% 

遊程創意性 25% 

企劃書完整性 20% 

當地觀光資源結合 15% 

台風與簡報技巧 15% 

       14. 總決賽評分標準：簡報 15分鐘，評審提問 5分鐘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遊程特色及吸引力 30% 

表達台風與整體專業性 30% 

簡報內容 20% 

問題回應 20% 

八、獎勵方式： 

    全國總決賽各組第一名：獎牌一座、獎金 10,000元;每人獎狀一紙。 

    全國總決賽各組第二名：獎牌一座、獎金 7,000元;每人獎狀一紙。 

    全國總決賽各組第三名：獎牌一座、獎金 5,000元;每人獎狀一紙。 

    全國總決賽各組第四至第六名：獎牌一座、每人獎狀一紙。 

    全國總決賽各組佳作：每人獎狀一紙。 

備註：各隊指導老師每人獎狀一紙。 

★優勝隊伍可優先獲邀參加北京兩岸遊程表演賽。 

九、本競賽內容及規章本會保有修改之權利。 



 

6 

 

   

參、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人氣獎比賽 

一、競賽方式 

    本競賽參賽隊伍皆可免費參加第二階段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網路人氣獎競賽。 

 作品將於 2014年06月 11日(三)開放網路人氣投票，並於 2014年 07月 11日(五)23:59

截止投票，詳細規則以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官網(http://travel.hinet.net)公佈為準。 

二、獎勵方式 

 香港自由行 2 天 1 夜機+酒套裝行程、平板電腦、住宿券、餐劵等獎品豐富，詳見

中華電信 HiNet 旅遊雲官網(http://travel.hinet.net)。 

三、聯絡窗口 

   電  話：(02) 2343-1366 #820 客服中心 

   E-mail：travel@cht.com.tw 

肆、聯絡方式 

  地 址：800 高雄市七賢一路 392-10號 11樓 

  電 話：(07)236-0436       傳 真：(07)236-5926 

  E-mail：service@tpdtw.org 

  聯絡人：秘書長 林玫君 

http://travel.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