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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 

競賽簡章 

 

壹、 徵選目的： 

「旅遊規劃師」的職能包括客戶行程規劃與報價、產品上架、客

戶情報蒐集、針對企業戶進行業務開發及關係維護、客訴案件處理、結

團作業處理事項、緊急事件危機處理、處理旅客保險相關事宜。 

因此，以旅遊規劃師核心職能為主要競賽內容，特辦理全國「高

中職生」與「大專院校」競賽交流，邀請各校休閒觀光旅遊科系以企劃

競賽交流方式，讓學生感受實務界培養旅遊達人發展旅遊規劃師的潮流

趨勢，以發掘台灣未來旅遊達人，同時讓高中職學生可以觀摩大專院校

決賽過程，強化未來投入就讀大專休閒觀光旅遊科系的意願。促使國內

旅行社開始針對遊客特性與旅遊模式發展出新型態工作職缺－旅遊規

劃師，來引發觀光旅遊業的經濟效益與產業發展。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春風旅行社、東陽國際旅行社  

執行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 

參、 競賽規範： 

一、參賽對象 

(一) 高中職生組：全國高中職學校、五專部(一、二、三年級)在校

學生。 

(二) 大專院校組：全國大專校院及五專部(四、五年級)在校學生及

研究生。 

(三) 每組參賽隊伍至少 1 名至 6名學生，不可重複組隊參加。 

(四) 各校參賽隊伍組數不限，每組參賽隊伍至多 2名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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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賽內容 

(一) 主題宗旨 

近年來隨著全球休閒觀光旅遊人口增加，加上大型運動賽

事及節慶活動，帶給遊客及參與者身歷其境的體驗經驗。尤其

是交通部觀光局在「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將 

2021 年訂為「自行車旅遊年」，在環島 1 號線的完工啟用，兩

鐵環島行已不再是口號與夢想，遇見台灣的青山碧水，跟在地

人文特色，一同找尋心動的足跡。 

針對全國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在校學生進行「全國單車運動

遊程規劃達人設計競賽」活動，以落實旅遊規劃師滿足客戶需

求之理念。全面呈現台灣自行車旅遊特色，透過在地產業整合、

產品包裝、宣傳行銷等作為，進而帶動觀光熱潮，創造旅遊效

益，活絡地方經濟，促進臺灣觀光發展。 

(二) 企劃書規範 

1. 整體規劃以「2021 自行車旅遊年」為主題，並以融入創意

與趣味性為佳。 

2. 遊程規劃範圍以「臺灣本島」及「離島」地區為主。 

3. 遊程設計內容以 2 天 1 夜或 3 天 2 夜之旅遊為主。得結合

運動元素與臺灣地區之文化、習俗節慶、人文與餐飲、交

通運輸等創意觀光旅遊元素。 

4. 「企劃書」繳交，以不超過 20 頁為限，並裝訂成冊，封面

切勿加上參加學校、參賽隊伍、指導教師等資訊。內容包

含；遊程主題與理念、目標市場與客戶需求、遊程規劃內

容、遊程特色、交通路線圖、估價表、其他（旅遊安全措

施、旅遊目的地之接待與服務規劃等）。 

5. 參賽作品內所使用之文字、相片，請注意版權，若有引用

他人作品內容，請註明出處。若有侵權行為，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 

(三) 投稿資料 

需繳交「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報名表

(一式 1 份)、聲明書(一式 1 份)、在學證明文件(一式 1 份)、

遊程企劃書(一式 3 份)。相關報名資料，請詳參本簡章如後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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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日期及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一)18：00 截止。 

二、報名方式： 

投稿資料(企劃書、報名表、聲明書、在學證明文件)，寄送

至「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收(地址：23654 新北市土

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請於報名截止時間內，依寄件戳章為

憑完成寄送。 

三、注意事項： 

(一) 封面請註明「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遊程競

賽。 

(二) 「企劃書、簡報電子檔」切勿加上參加學校、參賽隊伍、指導

教師等資訊。參賽作品一經寄出，不再接受任何更改與修正。 

(三) 所有參賽作品與資料不予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存檔。 

(四) 相關報名疑義請洽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Tel：

02-2273-3567 ext.300。 

(五) 本競賽活動會遵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的防疫準則，

保有隨時修改活動、獎項細節及視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因

素異動或終止活動之權利，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

競賽網頁及視活動階段寄發 E-mail 至各參賽隊伍，不再另行通

知。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則以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系(http://lbm.hdut.edu.tw/)網頁公告為準。 

伍、 評審說明： 

本競賽活動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初賽」，第二階段為「決

賽」。 

一、初賽 

(一) 初賽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審查委員分別就「高中職生組」

和「大專院校組」之參賽隊伍，各組挑選 10 組隊伍，入選為「決

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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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賽名單」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一)17：00 前公布於宏國德

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http://lbm.hdut.edu.tw/)網頁。 

(三) 入選為決賽名單之參賽隊伍，須繳交 7 分鐘之簡報電子檔資料，

繳交期限為 110 年 11 月 29 日(一)18：00 截止。簡報電子檔請

e-mail 至 mcisu2020@gmail.com 信箱，繳交後不得更改修正。 

二、決賽 

(一) 決賽時間為 110 年 12 月 02 日(四) 08：40 至 16：30，地點在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思賢樓二樓 202 教室。 

(二) 決賽採「現場簡報」方式進行，需於決賽會場進行口頭簡報與答

詢。統問統答 3分鐘，當日公告決賽成績及頒獎。 

(三) 進入決賽之參賽隊伍，應參加決賽發表，否則以棄權論。 

(四) 評審原則 

評分項目 比例 說明 

遊程契合性 30% 主題與內容規劃之契合度 

創意趣味性 30%  是否具創意、趣味之吸引力

企劃完整性 20%  整體規劃考量是否周全 

簡報與評選 20%  現場簡報與答詢表現 

(五) 決賽流程 

時間 項目 說明 

08：50~09：20 報    到 
「高中職生組」 

報到 

09：20~09：30 活動開始(引言)  

09：30~09：40 長官致詞  

09：40~12：00 
「高中職生組」 

評比 
「大專院校組」 

報到 

12：00~13：00 用    餐  

13：00-15：30 
「大專院校組」 

評比 

休閒系派工作人員

帶「高中職生組」

參觀宏國德霖校園

及各科系相關設備

15：30~16：30 頒    獎 
頒發兩組獲獎團隊

之獎狀與獎盃 

16：3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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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所有未進入決賽之參賽隊伍，於活動辦理結束後，至遲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三)18：00 前，以電子檔方式發予「參賽證明」至

參賽隊伍之隊長電子信箱。 

陸、 獲獎隊伍與獎勵內容： 

(一) 參加決賽之獲獎隊伍名單，於 110 年 12 月 03 日 17：00 前公布於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http://lbm.hdut.edu.tw/)網

頁。 

(二) 得獎作品獎勵： 

特金獎(1 組)：獎狀每人ㄧ紙、團隊獲獎獎盃一座。 

金牌獎(1 組)：獎狀每人ㄧ紙、團隊獲獎獎盃一座。 

銀牌獎(1 組)：獎狀每人ㄧ紙、團隊獲獎獎盃一座。 

銅牌獎(1 組)：獎狀每人ㄧ紙、團隊獲獎獎盃一座。 

優勝獎(6 組)：獎狀每人ㄧ紙、團隊獲獎獎盃一座。 



 

「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 

報 名 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作品名稱：                                                            

參賽隊伍聯絡人(隊長)：                                                

就讀學校：                                                            

就讀系科：                                                            

E - mail：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指導老師：                                               (請親自簽名) 

 

隊員姓名 學校及系級 行動電話 E-mail 

    

    

    

    

    

    

PS、指導老師、參賽隊員姓名及隊長 E-mail 請書寫正確及工整，感謝配合。 

備註： 

1. 參賽繳件資料：報名表、聲明書、在學證明文件、企劃書(一式 3 份)，請

按前述項目依序排列。參賽作品一經寄出，不再接受任何更改與修正。 

2. 請於截止時間前郵寄(以寄件戳章為憑)，寄送至「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

事業管理系」收，並請註明「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 

聲 明 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隊伍聲明： 

1.本隊伍保證已確實了解「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遊程競賽

簡章之規定，並同意遵守各項內容。本隊伍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

及參賽作品係本隊伍之原創規劃設計，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如有不實，願

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2.本隊伍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提供主辦單位使用於再未來製作

活動成果報告書、展示，及未來集結成冊出版之使用。 

3.各參賽隊伍的創意想法、參賽作品其智慧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同意歸主辦單

位所有，並同意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 

姓名 學校系級 親自簽名 

1.   

2.   

3.   

4.   

5.   

6.   

(請加蓋學校系科級單位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協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2021 全國自行車運動旅遊遊程規劃競賽」 

在學證明文件 
(請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下列表格中) 

參賽者一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二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三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四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五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六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