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決賽】2022 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公告 

壹、 競賽注意事項 

1. 競賽線上報到時間為上午 09:00至 09:20，請各組參賽者，一組僅需派一個 Google 帳號 

(名稱請改為:決賽編號+作品名稱，修改方式如備註 1)登入開閉幕之 Google meet。 

   (指導老師若有需要加入 meet 觀賞或觀賽名稱請改為:本名(例:鄭雅玲)。 

2. 總決賽採遠距線上簡報，請準備 10 分鐘 PowerPoint 版本之簡報(呈現方式如示意圖及 

    各組連線簡報範例)，簡報前請測試是否可正常於自行準備投影之設備撥放，競賽使用 

    之設備網路通訊順暢、電量足夠、收音功能正常。 

3. 賽程表經公告起，不接受報名資料修改申請。(若報名資料有誤，請來電或來信告知。) 

4. 競賽當日請攜帶學生證及身分證，獲得優勝之參賽隊伍，由本會人員線上核對有效學生證件以茲證明。 

 

貳、 總決賽直播場地-育達科技大學 

●總決賽直播地點：線上 Google meet 

●總決賽日期：06/08(星期三)，09:00-16:30 

●開閉幕之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為使競賽進行順暢，競賽之連線僅開放參賽隊伍、指導老師、評審委員、本會工作人員加入。) 

●大專院校-國內運動觀光 競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OAYzN3 

●大專院校-來台博物館之旅 競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b2Wqpv 

●高 中 職-國內運動觀光 競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aneRW7 

●高 中 職-來台博物館之旅 競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LmaVR4 

●現場創作組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e3Mn1K 

 

備註 1: Google帳號名稱修改方式 

1. 首先，來到 GOOGLE 的首頁，點選右上角頭像 

2. 點選「管理您的 Google帳戶」 

3. 點選「個人資訊」 

4. 點選「名稱」 

5. 輸入密碼，點選「繼續」(若無跳此項目請執行 6.) 

6. 將姓氏、名字部分刪除，於名字框打上：決賽編號+作品名稱 

   (例如：U1-01如果可以，墾丁憶起) 

7. 修改完成，點選「儲存」 

8. 修改完畢，需要等幾分鐘系統才能完全更改完畢。 

 

各組連線簡報範例

https://reurl.cc/l5MpNq 

示意圖 

各組連線簡報範例 

https://reurl.cc/NZE2k6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rup-ermw-cdq
https://meet.google.com/zse-mymi-ayi
https://meet.google.com/vzd-fkaw-ocw
https://meet.google.com/rtn-uxbd-bzz
https://meet.google.com/kuo-kuni-rds
https://reurl.cc/l5MpNq
https://reurl.cc/NZE2k6


 

   

 

參、總決賽時程表 

一、【總決賽-大專院校 國內旅遊組-運動觀光】 線上報到 Google meet  

09:00-09:20 開幕(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09:20-09:40 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比賽規則宣讀、評審群介紹 

09:40-09:50 分散至比賽 Google meet請登入：https://reurl.cc/OAYzN3 

09:50-12:00 

U1-01 如果可以，墾丁憶起/詹○筑 

U1-02 騎進宜蘭之美/邱○齊 

U1-03 漫漫壹玖山/李○修 

U1-04 養精蓄銳穩精氣 勇闖南投海陸空/黃○真 

U1-05 騎待遇箭你 三力同行 無械可擊/楊○晴 

U1-06 東進 KOM 漫遊東岸/陳○沅 

U1-07 車到南投必有路，南來企去投/葉○伶 

U1-08 動茲奇萊・解鎖未來/陳○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3:00-14:45 

U1-09 潛蘭山岳 宜起飛行~/李○晴 

U1-10 三生三 SPORT X HEITO 動此動/陳○芃 

U1-11 刺「基」一「「夏」，飛向「蘭」天/曾○涵 

U1-12 樂健齊乘，挑戰南投海陸空/劉○如 

U1-13 浪子回東，森入台東/劉○君 

U1-14 宜起潛進 拿槳下海去！/諸○如 

U1-15 衝風破浪 踏出角印/賴○蓁 

14:45-15:30 休息&成績計算 

15:30-16:30 
閉幕典禮、傑出教師表揚、評審講評&頒獎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16:3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各組報告順序皆已由主辦單位事前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總決賽簡報時間第九分鐘口頭提醒【9 分鐘】，第十分鐘口頭提醒【結束簡報】。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rup-ermw-cdq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二、【總決賽-大專院校 來台旅客組-博物館之旅】 線上報到 Google meet 

09:00-09:20 開幕(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09:20-09:40 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比賽規則宣讀、評審群介紹 

09:40-09:50 分散至比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https://reurl.cc/b2Wqpv 

09:50-12:00 

U2-01 博覽古今 溫故知新/洪○榆 

U2-02 定年旅行/柯○伸 

U2-03 時空跳躍吧！寶台文化大作戰/呂○芷 

U2-04 台式文化旅程/劉○美 

U2-05 台灣故事 於您邂鱉/黃○文 

U2-06 三館二院遊寶島，四季八方客品嘗/黃○達 

U2-07 博古通津（一緒に遊ぼう）/郭○翰 

U2-08 穿越時光蹟/廖○凱 

12:00-13:00  

13:00-14:00 

U2-09 藝遊菁深/梁○琇 

U2-10 穆名而來 歷歷在物/許○婷 

U2-11 暢遊海洋中博覽陸海空/李○彤 

U2-12 綺麗博物‧寶島風采/鄭○亭 

14:30-15:30 休息時間 休息&成績計算 

15:30-16:30 
閉幕典禮、傑出教師表揚、評審講評&頒獎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16:3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各組報告順序皆已由主辦單位事前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總決賽簡報時間第九分鐘口頭提醒【9 分鐘】，第十分鐘口頭提醒【結束簡報】。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zse-mymi-ayi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三、【總決賽-高中職 國內旅遊組-運動觀光】 線上報到 Google meet 

09:00-09:20 開幕(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09:20-09:40 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比賽規則宣讀、評審群介紹 

09:40-09:50 分散至比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https://reurl.cc/aneRW7 

09:50-12:00 

H1-01 宜蘭山海人/陳○甄 

H1-02 魅力東遊記—出「花」! 齊心協力「宜」起 GO !/ 郭○淇 

H1-03 『極』度暢快，『限』在開始 Showtime/王○妮 

H1-04 「新新」「桃」去「梅」湖「中」尋找「龍」/彭○暄 

H1-05 「花」現山河美，「休」揪樂悠遊/黃○熙 

H1-06 前進「南投」，「三鐵」共 Go/翁○靜 

H1-07 一騎 play 暢遊花東/洪○昕 

H1-08 一起運動 High 起來/黃○蓁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3:00-14:45 

H1-09 石來運轉 動滋動滋 墾丁悠泥 屏東三日遊/顏○丞 

H1-10 頂太瘋/王○怡 

H1-11 造浮海洋騎樂無比/范○宇 

H1-12 輕一下，生活會更好-親子健走遊高屏/陳○成 

H1-13 金夏行大運/魏○柔 

H1-14 若花留水 步步生蓮/黃○宣 

H1-15 愛運動輕旅行/溫○翔 

14:45-15:30 休息&成績計算 

15:30-16:30 閉幕典禮、傑出教師表揚、評審講評&頒獎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16:3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各組報告順序皆已由主辦單位事前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總決賽簡報時間第九分鐘口頭提醒【9 分鐘】，第十分鐘口頭提醒【結束簡報】。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vzd-fkaw-ocw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四、【總決賽-高中職 來台旅客組-博物館之旅】線上報到 Google meet 

09:00-09:20 開幕(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09:20-09:40 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比賽規則宣讀、評審群介紹 

09:40-09:50 分散至比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LmaVR4 

09:50-12:00 

H2-01 臺灣好行~博覽古今/曾○芳 

H2-02 遺失的福爾摩沙/劉○雯 

H2-03 漂「博」北台，お High遊/林○潔 

H2-04 博學泰深奧 漫遊北台灣/蔡○涵 

H2-05 台灣時光，「工藝」之旅/紀○君 

H2-06 台灣之心/許○瑜 

H2-07 「藝」起 Play to the end「術」說台灣盛宴/許○綸 

H2-08 深趣博博/林○徽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3:00-14:30 

H2-09 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黃○甜 

H2-10 Netflix/陳○穎 

H2-11 「博」大精深 「澳」妙台灣/張○煖 

H2-12 안녕하세요 拚博一夏臺味足，韓妞哈臺趣/黃○容 

H2-13 夏日博感情 粉台喲/郭○宜 

14:00-15:30 休息&成績計算 

15:30-16:30 閉幕典禮、傑出教師表揚、評審講評&頒獎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16:3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備註：各組報告順序皆已由主辦單位事前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總決賽簡報時間第九分鐘口頭提醒【9 分鐘】，第十分鐘口頭提醒【結束簡報】。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rtn-uxbd-bzz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五、【  現  場  遊  程  創  作  組  】 線 上 報 到 Google meet 

09:00-09:20 開幕(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09:20-09:40 來賓致詞、頒發感謝狀、比賽規則宣讀、評審群介紹 

09:40-09:50 分散至比賽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e3Mn1K 

09:50-10:00 現場創作競賽流程線上說明 

10:00-10：10 線上抽籤(抽出區域及 3個指定景點)，公布出發日期 

10:10-12：10 登入競賽網頁，現場創作競賽時間(120 分鐘) 

12:10-15:30 評審評分、審閱作品(成績計算時間)、休息時間 

15:30-16:30 
閉幕典禮、傑出教師表揚、評審講評&頒獎 

(Google meet 請登入: https://reurl.cc/VDY7OA) 

16:30- 活動結束  明年再相會 

●現場創作競賽開始時間以協會工作人員線上宣布為準，統一宣布開始及結束。 

●競賽開始口頭提醒【開始作答】，第 120分鐘口頭提醒【結束作答】交卷。 

●競賽作答時系統不會自動儲存作答內容，每 20分工作人員口頭提醒【按下儲存鍵】。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調整賽事之時間，包含延長或縮短結束時間。 

●請準備作答用之電腦(登入競賽網頁)及智慧型手機(登入現場創作組 Google meet)。 

●如何自行架設智慧型手機角度讓工作人員側錄競賽如示意圖 1(擇 1架設即可)。 

●詳細競賽規則請參閱本會網站「2022第十一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調整說明」之簡章。 

●線上一經發現有舞弊之行為(詳如本次競賽簡章第 6 頁(二) 競賽作答時)，立即取消參賽資格。 

 

 

 

 

 

 

現場遊程創作組-參賽名單(共 25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01 沈○妘 02 洪○如 03 王○安 04 何○育 05 林○翔 

06 林○佳 07 吳○穎 08 鄭○慧 09 薛○婷 10 江○諺 

11 吳○祐 12 廖○宜 13 蔡○妘 14 林○文 15 楊○華 

16 蔡○芳 17 陳○佳 18 陳○卉 19 蔣○昌 20 伍○玲 

21 侯○瑾 22 王○稜 23 黃○萍 24 張○宇 25 陳○妤 

●備註：編號順序皆已由主辦單位事前隨機抽樣進行排序。 

●敬請總決賽之參賽隊伍留意等相關公告，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及修改的權利。 

示意圖 1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https://meet.google.com/kuo-kuni-rds
https://meet.google.com/qxd-qguv-z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