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宏國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台灣觀光文化創意解說競賽辦法
重要日程
事

項

報名日期

初賽結果公告
決賽
頒獎

日

期

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
報名簡章可至以下網頁下載：
ib.hdut.edu.tw
106 年 12 月 06 日(三) 上午 10:00
1. 高中組：106 年 12 月 14 日(四) 12:30 ~ 17:30
2. 大專組：106 年 12 月 21 日(四) 12:30 ~ 17:30
1. 高中組：106 年 12 月 14 日(四)
2. 大專組：106 年 12 月 21 日(四)

一、 目 的
交通部觀光局為發展台灣觀光產業，配合政府政策提出六大新興產業發展
規劃，觀光政策轉為發展地方特色觀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也開始積極投
入資源協助地方產業特色，開發當地的獨特性、文化性和歷史性的特質。
台灣號稱美麗寶島，擁有豐富的天然景色、風俗習慣、特色美食，再加上
熱情的人情味，吸引國際旅客前來觀光，冀望透過競賽方式發掘台灣在地
文化的特色，以導覽解說的方式，提升對台灣特有文化的認識，以達到務
實致用的目的，期望未來參賽者能扮演與國際觀光客的橋樑，讓台灣特色
文化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二、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三、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會展與觀光系
四、 協辦單位：揆眾展覽事業服份有限公司、五福旅行社
五、 參賽對象與資格
參加隊伍或組員違反以下事項之一者取消參賽資格：

1. 國內大專(不含研究生)或高中職學校在校三年級學生(以學生證註冊章
為憑；包含外籍生)
2. 每隊 2 至 4 人(不含指導老師)為限參與競賽
3. 每位參賽同學僅限參加一組，不得重複報名
4. 完成報名後，不得更換組員或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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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料繳交及報名方式
報名可分為郵寄報名或現場報名二種方式，而報名簡章可至 ib.hdut.edu.tw
下載。報名資料繳交如下：
1. 報名表(附件一)
2. 作品說明表(附件二)
3. 學生證影本(附件三：需有 106 學年第一學期註冊章)
4. 參賽者聲明書(附件四：組員簽名)
5. 燒錄光碟，並在光碟片寫上學校、作品名稱。燒錄文件及格式如下：
(*一定要提供；其餘項目由競賽隊伍自行決定是否製作)
(1) *附件二作品說明表(僅接受 Word 文書處理檔案。檔名請使用如下格式
命名：校名_作品名稱.doc/docx)
(2) 若有 PPT 投影片，競賽僅接受 PowerPoint 多媒體簡報。為避免 PPT
無法播放，投影片內容請僅使用(新)細明體、標楷體、Arial 及 Times
New Roman 四種字型，並勿內崁影片或 flash 等程式。(僅接受
PowerPoint 檔案。檔名請使用如下格式命名：校名_作品名稱.ppt/pptx)
若有影片提供且為避免部分電腦無法播放某些影片格式，請事前將競
賽影片上傳至 YouTube，並將影片網址或超連結複製在 PPT 中。
(一) 郵寄報名

1. 請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資料寄送至：
236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會展與觀光系 全國競賽小組
收

2. 全國競賽小組在收到競賽隊伍報名資料會以 e-mail 通知組長及指導老
師來進行報名確認。郵寄一週後未收到 e-mail 確認信者，請來電
02-22733567 轉 310 李均儀 小姐。
3. 未寄送完整報名競賽資料及作品者，或未收到 e-mail 報名確認者，將
無法參加競賽。
(二) 現場報名
請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 16 時前，親送至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
光系系辦公室「全國競賽小組」繳交競賽相關資料。未繳交完整報名競賽
資料者，將不予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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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審方式
(一) 初賽
106 年 12 月 06 日 (三)10:00，於「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光系」
網頁公布出賽審查結果。網址：ib.hdut.edu.tw
(二) 決賽
1. 高中職組
日期：106 年 12 月 14 日 (四) 12:30~17:00
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會展與觀光系館
競賽方式：
進入決賽之隊伍，組員需進行三分鐘口頭解說作品。口頭解說可輔以 PPT、
海報或表演方式(未強制規定)。然決賽當日所進行之簡報，內容不得涉及
抄襲或沿用已公開之舊作。
海報(未強制規定)與道具需自行製作及輸出，並於決賽當日自行攜帶入
場。
2. 全國大專院校組
日期：106 年 12 月 21 日 (四) 12:30~17:00
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會展與觀光系館
競賽方式：
進入決賽之隊伍，組員需進行五分鐘口頭解說作品，並須以 PPT 投影片
或表演擇一項來輔助解說(強制規定)。然決賽當日所進行之簡報，內容不
得涉及抄襲或沿用已公開之舊作。

八、 解說設計主題內容
本項遊程競賽範圍請以：「台灣歷史古蹟、特色美食、著名景點、民情風
俗及特殊文化」做為競賽解說主題內容之重點。

九、 解說設計書面資料規範
1. 作品說明書(含照片)，合計以不超過 3 頁為原則。
2. 請以附件二競賽作品說明表繕打，標題採 14 號字，內文採 12 號字(高
中職 300-600 字；大專組 600 字以上)，行距自訂。
3. 圖片/照片大小為寬 7cm(鎖定長寬比，並避免變形)。圖片/照片以 4 張
為限，且至少一張照片需有組員入境合照；其餘可在網路下載(需註明
出處或資料來源)或經他人同意使用之圖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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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分標準
初

賽

決

內容深度與廣度 30%

內容深度與廣度 20%

具推廣性 30%

具推廣性 30%

具創意性 40%

具創意性 30%

賽

解說技巧 20%

十、 獎勵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名：獎牌一面；每人獎狀一紙。
第二名：獎牌一面；每人獎狀一紙。
第三名：獎牌一面；每人獎狀一紙。
佳作：數名，每人獎狀一紙。
獲獎團隊之指導老師皆頒給獎狀乙紙。

十一、 備註
(一)主辦單位保留比賽辦法修正之權，如有異動，悉依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相關資料將公佈於「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光系」網頁。
網址：ib.hdut.edu.tw
(二)入圍初賽之隊伍作品智慧財產權，悉歸主辦單位所有，不得異議。
(三)聯絡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與觀光系 李均儀助理
電 話： 02-2273-3567 分機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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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宏國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台灣觀光文化創意解說競賽報名表
參賽學校
系科/班級
作品名稱
行動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組長
(聯絡人)
組員-1
組員-2
組員-3
指導老師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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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7 宏國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台灣觀光文化創意解說競賽
競賽作品說明表
作品文字說明(高中職 300-600 字；大專組 600 字以上)

照片及說明(四張，寬 7 cm 鎖定長寬比/矩形文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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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賽組員在學學生證影本(需有註冊章)

組長(聯絡人)
學生證影本正面

組長(聯絡人)
學生證影本反面

組員-1
學生證影本正面

組員-1
學生證影本反面

組員-2
學生證影本正面

組員-2
學生證影本反面

組員-3
學生證影本正面

組員-3
學生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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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7 宏國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
台灣觀光文化創意解說競賽
參賽者聲明書
本人(組員)參加『宏國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台灣觀光文化創意解說競賽』活
動，本組保證已確實了解活動簡章和公告之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1.本組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所參加比賽之文章及圖片與相片、影片、音
樂係本組之原創著作，且不曾對外(含校內)公開發表，如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
責任。
2.本組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供主、協辦單位使用於在未來製作活動成
果報告書、展示及未來重製與露出之使用。
參賽 3.本人組同意本創意作品及相關內容授權主、協辦單位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應用於地
聲明
方發展上。
所有參賽學生組員簽名：

(1)

、(2)

、(3)

、(4)
中華民國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組長電話 （手機）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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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