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行程規劃 + 3D 繪圖雙重賽
近年來隨著日益發達的導航產品上，出現了新產品「3D 導航」。
在這智慧科技產品陸續上市後，更是降低許多使用者迷路的風險。
然而，產品的實用性與 3D 建築物、地標、地貌的數量有很大的關係，
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建模師的行列，讓台灣的 3D 物件數量可以持續成長。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承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四方通行旅遊網、iFit 愛瘦身、良品嚴選(大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國際購物股份有限公司、Beauty88.com(時尚美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Kingcom(金士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露比午茶(秀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ellucy(婕大企業有限公司)、MoneyCoin(暘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D 東稻家居(東稻股份有限公司)、謝謝你好朋友、星球工坊、
群策顧問集團、Hermu(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系列一

【樂客】全台旅遊行程規劃大賽
一、徵件主題
針對台北、台中、高雄三選一為主軸，以本次的特色 20 家民宿擇一(附件一)為創作出發點！
規劃您曾經去過或預計去的旅遊行程，讓更多民眾追隨您們的腳步，踏上追尋祕密景點的
旅程吧！旅行行程建議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Itunes 下載連結

APP 以及樂客玩樂 APP 做規劃呦~~
Google Play 下載連結

https://appsto.re/tw/h3wD5.i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
m.kingwaytek.naviking3d.google.std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https://appsto.re/tw/7O4j2.i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
m.kingwaytek.localkingfun.tw

樂客玩樂 APP

二、參賽資格
1.對文字創作或旅遊規劃有興趣的朋友皆可參加，參賽件數不限。
2.旅行行程:建議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以及樂客玩樂 APP 做規劃，並把 20 家民宿(附件
一)規劃在行程中，而行程須為未發表、未參加其他比賽、且擁有合法著作權之作品。

3.行程天數: 兩天一夜 或三天兩夜。
4.景點照片:可引用線上照片，需註明來源且注意著作權。
※小提醒：景點照片自行拍攝，有額外加分。

三、作品規格
作品內容：需列出景點、交通工具、景點照片
文藝氣息兩天一夜台中&苗栗行
第一天行程
第二天行程
07:00
桃園車站
08:00
慕哲哈比屋
09:00
台中車站
09:00
三義木雕博物館
09:30
經國綠園道
11:00
大河美術 一館
10:30
自然科學博物館
12:30
天空之城
12:30
勤美誠品綠園道
15:30
鯉魚潭水庫
14:30
精明一街商圈
17:30
龍騰斷橋
18:00
逢甲夜市
19:00
苑裡車站
21:30
慕哲哈比屋
20:00
桃園車站
第一天行程

(桃園車站-台中車站-經國綠園道-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誠品綠園道-精明一街-逢甲夜市-慕哲哈比屋)

我們從桃園火車站出發搭乘自強號 107 火車抵達台中火車站!

出處: http://blog.xuite.net/c35447/blog/226067588-%E5%8F
%B0%E4%B8%AD%E5%BF%AB%E6%8D%B7BRT%E8%A9%A6%E4%B9%98%E5%
88%9D%E9%AB%94%E9%A9%97

台中火車站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至經國綠園道(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經國綠園道白天擁有綠意盎然的景緻，到了入夜時分，隨著店家五彩霓虹
燈光的轉換變化，則流露出另一種迷人的時尚氛圍。
出處:http://m.taiwandao.tw/wiki_show_id_1591.html

詳情請見(附件二)

四、報名方式:
於徵件時間內至競賽官網上傳旅遊計劃書並填寫報名資料。
※投稿成功之作品，需由執行單位審查過後發佈至投票頁面上。 (未通過者恕不另行通知)

五、報名流程
1. 在競賽官網點選【馬上報名】
2.

【投稿簡介】為景點簡述，如下方文字敘述:
第一天 : 桃園車站-台中車站-經國綠園道-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誠品綠園道-精明一街-逢甲夜市-慕哲哈比屋

3.

【投稿文字內容】為行程規劃詳情， 如下方文字敘述:
我們從桃園火車站出發搭乘自強號 107 號抵達台中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至經國綠園道(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經國綠園道白天擁有綠意盎然的景緻，到了入夜時分，隨著店家五彩霓虹燈光的轉換
變化，則流露出另一種迷人的時尚氛圍。

4. 【成員圖檔】為個人或團體照，需與行程有關呦~
如下圖:

5. 【行程圖檔(1)】為第一天的行程與景點照片詳情，上限為 3 張。
如下圖:

6. 【投稿行程檔案】須將把行程規劃完整檔案上傳。(檔案類型須為 doc、docx、pdf)

六、活動時程
1.徵件期間：2015 年 08 月 24 日

～

2015 年 10 月 12 日 23:59 截止，共七週

2.人氣票選：2015 年 10 月 05 日

～

2015 年 10 月 12 日 23:59 截止，共一週

3.作品評選：2015 年 10 月 13 日

～

2015 年 10 月 19 日 23:59 截止，共一週

4.得獎公告：2015 年 10 月 21 日 (三)

18:00

七、活動獎項
總獎金：1.5 萬元
第一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10,000

第二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3,500

第三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1,500

入圍獎(18 名)：
※作品必須審核通過，且獎品為隨機發放，不得要求更換或退貨。
贊助單位

獎品*3

每份市價

良品嚴選

滴雞精

1200 元

H&D 東稻家居

家居懶骨頭

1299 元

Beauty88 時尚美人

福袋

500 元

Hermu 億凡國際

女性飾品

500 元

摩根國際購物

海賊王限量玩偶

星球工坊

爆米花禮盒

360 元

最佳人氣獎(1 名)：HTC RE 一台(市價$5,990)。
投票參與獎(200 杯)：凡為比賽投票即有機會獲得咖啡 QR code 兌換卷乙張。

八、評分方式及標準

初審
(資格審查)

網路票選

複審
(決選)

得獎公告

第一階段-初審(資格審查)：
由執行單位查核作品規格及參賽資料是否詳實符合相關報名規定。
符合參賽資格之作品可進入網路票選。(作品經審核後才會出現於平台投票頁面中)
第二階段-網路票選 20%：
至活動官網投票，每人每天每件作品只能進行一次投票。
第三階段-複審(決選) 80%：
1.由執行單位內部進行評選。
2.評選標準為行程流順規劃 30%，創意理念 30% ，創意行程 20%
※小提醒：景點照片自行拍攝，有額外加分。

九、注意事項
1.每名參賽者限得一獎；評定成績未達標準時，錄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
2.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展示及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且無抄襲仿
冒情事者。執行單位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得即刻取消其參賽
資格者，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
作品創作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3. 所有參賽作品嚴禁抄襲與仿冒，並不得引用有版權肖像權之圖片、文章或參賽作品，
若經人檢舉或告發而涉及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權利之侵害情事，參賽者應自負一切法律
責任。
4. 所有參賽作品不可有違反公序良俗之內容。
5. 若有上述 1、2、3 項情形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狀與
獎金如經得獎，獎金由執行單位依規定辦理扣繳。
6. 完成報名即視同授權執行單位使用參賽者公開於官方網站上的文字、個人資料等，視
為本活動資料均歸執行單位所有。
7. 參賽者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執行單位有權不予參賽資格，亦無告
知之義務。
8. 參賽者繳交文件作品資料，請自行留檔備存；得獎作品後續須提供執行單位電子檔案，

以利後續作業。
9. 所有參賽者繳交之參賽作品，執行單位擁有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之權利。
10.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於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擁有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重製、改
作、印製及商品開發販售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且不另支付得獎人稿費及版稅，而得獎者
不得私下將得獎作品著作權轉讓予第三者，設若發生此情事者，執行單位得取消參賽者得
獎及展覽之權利，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獎勵品及獎座獎狀。以及對於執行單位商業與名
譽上所造成之損失負起相關賠償責任。
11. 本競賽不收取任何費用，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獎金價
值金額超過新台幣二萬元整（含）以上時，須請我國境內居住之得獎人預繳 10%稅金、國
外人士代扣繳 20%稅額。請得獎者檢附本人身分證明文件，以利執行單位後續申報所得稅
作業，總所得額 19,274 元以上者(含 19,274 元)，應扣繳二代健保費 2%。
11. 每名參賽者不限參加一組比賽，每組亦不限投稿數量，僅限得除參加獎外之一項獎項；
評定成績未達標準時，錄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
12. 凡完成報名參加本比賽活動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且願
意完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13. 主辦單位保有本競賽活動相關細則更動的權力，設若有任何更動，皆以競賽所屬網站
公告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系列二

【樂客】最強 3D 建模師設計大賽
一、徵件主題
依據前期最佳旅遊行程 20 間民宿(附件一)發揮設計力，比拚最美 3D 建築模型。

二、參賽資格
1.對 3D 創作有興趣的朋友皆可參加。
2.作品需為未發表、未參加其他比賽、且擁有合法著作權之作品。

三、作品規格
1.繳交平面設計稿「正視、反視、左右視圖」合併的單張圖檔(jpeg、png、gif)，
檔案上限為 2MB。

2.圖檔以可以清楚審核作品細節為主，若無法則以未通過視之，不得異議。
3.需繳交 3D 設計作品之原檔(請見製作規範)，若無繳交則以未通過視之，不得異議。
※備註：若繳交自行拍攝民宿照片列為加分，直接在報名表單做上傳。（見示意圖）

四、製作規範
1.製作軟體：3Ds MAX
2.製作單位：公尺(Meters)
3.製作參考（見附件三）：


材質製作需使用自有照片並上傳。



尺寸需依照實際尺寸製作。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 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 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
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民宿圖片：參賽者可以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
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4.模型：


總共需製作一種規格，模型的面數(tris)控制在 500 面以內即可。



模型為單一個物件。



材質球類型為 Standard，貼圖使用 512*512 的 TGA 檔。



面數較高的模型為細節較多，與面數較低的模型有差異。



底部貼地高度 Z=0，貼在地面上的面請刪除。

5.檔名：


根據不同的民宿會提供相對應的名稱，對應名稱請（見附件三）。



面數低於 200 面的模型和材質為"檔名_L"，面數為 200-500 面的模型為"檔名_S"。
※
【僅需製作一個規格為 500 以內的面數即可，但須依據面數的高低，命名方式不同。】



副檔名統一為大寫。

6.檔案：


所有的檔案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檔名為相對應的民宿名稱（見附件三）。



資料夾中包含 3 個檔案。
 一種規格的模型檔(.MAX)，共 1 個檔案。
 一種規格的材質檔(.PSD)(.TGA)，解析度為 1024*1024，共 2 個檔案。

7.檔案類型備註：


(.MAX)：3Ds MAX 若是使用 2013 版本以上，請降轉為 2013 版本。



(.PSD)：Photoshop 原始檔，解析度為 1024*1024。



(.TGA)：由 PSD 檔另存而成，解析度為 512*512，選擇 24 位元。

五、報名方式
1.於徵件時間內至競賽官網上傳平面設計稿「正視、反視、左右視圖」合併的單張圖檔。
2.將製作規範中的資料夾(包含 3 個檔案)上傳到 FTP。
【我的電腦>輸入連結(ftp://download.kingwaytek.com)>登入帳號: localking、密碼: 0000
>localking 資料夾>建立新資料(作品名稱命名)>上傳 3 個檔案即可】

備註：FTP 僅供作品上傳，若是重新整理頁面，則無法做查看！
※須完成上述兩項，才算完成報名，如未完成者，恕不另行通知。
※備註：若繳交自行拍攝民宿照片列為加分，直接在報名表單做上傳。（見示意圖）

六、活動時程
1.徵件期間：2015 年 10 月 27 日

～

2015 年 12 月 08 日 23:59 截止，共七週

2.作品評選：2015 年 12 月 09 日

～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共一週

3.得獎公告：2015 年 12 月 18 日

(五)

18:00

七、活動獎項
總獎金：6 萬元
第一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30,000
+iphone6 16G(市價$22,500)
第二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20,000
+小米 4i 手機ㄧ支(市價$6,499) +小米手環一個(市價$395)
第三名(1 名)：樂客導航王全 3D Pro 正式版 (市價$1,280) + NT$10,000

八、評分方式及標準

初審
(資格審查)

複審
(決選)

得獎公告

第一階段-初審(資格審查)：
主辦單位查核作品規格及參賽資料是否詳實符合相關報名規定。
符合參賽資格之作品可進入複賽。(作品經審核後會以系統信告知)
第二階段-複審(決選) 100%：
1.由執行單位內部進行評選。
2.評選標準為檔案完整度總共佔 60%，模型佔 30%，檔名和檔案佔 10％

九、注意事項
1.每名參賽者限得一獎；評定成績未達標準時，錄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
2.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展示及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且無抄襲仿
冒情事者。執行單位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得即刻取消其參賽
資格者，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
作品創作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3. 所有參賽作品嚴禁抄襲與仿冒，並不得引用有版權肖像權之圖片、文章或參賽作品，
若經人檢舉或告發而涉及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權利之侵害情事，參賽者應自負一切法律
責任。
4. 所有參賽作品不可有違反公序良俗之內容。
5. 若有上述 1、2、3 項情形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狀與
獎金如經得獎，獎金由執行單位依規定辦理扣繳。
6. 完成報名即視同授權執行單位使用參賽者公開於官方網站上的文字、個人資料等，視
為本活動資料均歸執行單位所有。
7. 參賽者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執行單位有權不予參賽資格，亦無告
知之義務。
8. 參賽者繳交文件作品資料，請自行留檔備存；得獎作品後續須提供執行單位電子檔案，
以利後續作業。
9. 所有參賽者繳交之參賽作品，執行單位擁有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之權利。
10.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於執行單位，執行單位擁有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重製、改
作、印製及商品開發販售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且不另支付得獎人稿費及版稅，而得獎者
不得私下將得獎作品著作權轉讓予第三者，設若發生此情事者，執行單位得取消參賽者得

獎及展覽之權利，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獎勵品及獎座獎狀。以及對於執行單位商業與名
譽上所造成之損失負起相關賠償責任。
11. 本競賽不收取任何費用，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獎金價
值金額超過新台幣二萬元整（含）以上時，須請我國境內居住之得獎人預繳 10%稅金、國
外人士代扣繳 20%稅額。請得獎者檢附本人身分證明文件，以利執行單位後續申報所得稅
作業，總所得額 19,274 元以上者(含 19,274 元)，應扣繳二代健保費 2%。
11. 每名參賽者不限參加一組比賽，每組亦不限投稿數量，僅限得除參加獎外之一項獎項；
評定成績未達標準時，錄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
12. 凡完成報名參加本比賽活動者，即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比賽活動規則中各項條款，且願
意完全遵守本活動所述之各項規定。
13. 主辦單位保有本競賽活動相關細則更動的權力，設若有任何更動，皆以競賽所屬網站
公告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附件一 :

20 家民宿

北部
簡單的幸福
宜蘭-哈薩雅琪民宿
九份蘭櫻居民宿
PLAY Hotel
金山劉住春天(原宿)溫泉民宿
蕾米斯莊園
悅綠墅民宿
傳藝渡假會館
天方夜譚
金普敦鄉村悠活別墅
中部
熊麋鹿了幸福手作民宿
秘密花園民宿
慕哲哈比屋
月牙莊休閒渡假山莊
清境森之戀民宿
南部
墾丁新芽民宿
岩手旅店
美好墾丁旅閣
A&L 戀灣旅棧
墾丁夏奇拉樂活旅店

地址資訊
T：0928-543672．(03)960-5384
F：(03)960-1842
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 2 段 291 巷 51 弄 30 號
地址： 266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大義二路 248 號
電話：0911 828 502
地址： 224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 9-14 號 14 號
電話：0983 704 466
地址： 261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二段 106 號
電話：03 978 0056
地址： 208 新北市金山區名流路 10 巷 11 號
電話：0955 937 226
訂房專線：0988-124000 王先生
宜蘭縣．蘇澳鎮存仁里大業路 56 號
地址： 264 宜蘭縣員山鄉惠民路 380 號
電話：03 922 0000
地址： 268 宜蘭縣五結鄉大眾路 33-59 號
電話：03 960 6676
地址： 224 台北縣瑞芳鎮汽車路 88 號
電話：02 2496 0055
地址： 269 宜蘭縣冬山鄉鹿埔路 460 巷 122 號
電話：0930 242 638
地址資訊
電話：049-2919797 手機：0952-450226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 5 之 8 號
地址： 55542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瓊文巷 39 號
電話：0978 010 372
地址： 367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324-12 號
電話：03 787 2935
地址： 545 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 26-3 號
電話：04 9290 6638
地址： 546 南投縣仁愛鄉博望巷 9-7 號
電話：04 9280 2582
地址資訊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大埔路 48 號
電話：08 889 9127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78 號
電話：08 885 1360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846 巷 70 號
電話：08 885 1317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電話：08 885 1301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仁愛巷 36 號
電話：08 888 0555

附件二 - 作品範例

第一天行程(桃園車站-台中車站-經國綠園道-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誠品綠園道-精明一街-逢甲夜市-慕哲哈比屋)

我們從桃園火車站出發搭乘自強號 107 號抵達台中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至經國綠園道(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經國綠園道白天擁有綠意盎然的景緻，到了入夜時分，隨著店家五彩霓虹燈光
的轉換變化，則流露出另一種迷人的時尚氛圍。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徒步八分鐘抵達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市北區館前路 1 號)
自然科學博物館利用 13 個展示區分別呈現大自然的現象及演化的動態。
從生命的起源，栩栩如生地介紹各種生命型態的崛起、演化與適應及探討人類
的生、老、病、死。有些生命在演化過程中甚至走向滅絕，其間的許多意涵，
實在值得身為萬物之靈的我好好省思!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7 分鐘抵達勤美誠品綠園道(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68 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一個充滿都會設計潮流的賣場～
雖說是賣場，但那視線隨意可及之處～都充滿了文藝格調!絕妙的將商業與藝術
融合一起走在其中，彷佛整個人氣質精神也提升了一番～～
中餐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咕嚕咕嚕音樂餐廳(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 13 巷 2 號)
咕嚕咕嚕音樂餐廳(建築外觀-漂流木作為設計，是一個原住民特色風格餐廳，
聽著原住民歌手演唱著民歌，邊享受山豬肉，真是令人放鬆呀!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10 分鐘抵達精明一街商圈(台中市西區精明一街 75 號)

精明一街商圈用樂客玩樂 APP 享受下午茶，呼嚕咖啡(台中市西區精誠三街 47 號)
呼嚕咖啡文青必來的咖啡廳，享受表演、度過享受悠閒時光的好地方!
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13 分鐘抵達逢甲夜市(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逢甲夜市使用了樂客玩樂 APP 查詢日常小吃囉!檸檬紅茶雞蛋糕、抱米 G 翅、
杏運杯、新疆野味串燒等，吃的超飽，並買了一堆好吃的美食，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住宿，發現在苗栗具有特殊風格的民宿慕哲哈比屋，繼續回民宿吃!
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40 分鐘抵達慕哲哈比屋(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324-12 號)
慕哲哈比屋建築外觀超可愛超特別的~整個環境很舒服^^
很多花花草草的!早餐是老闆娘親自準備的~~很有家的味道 >.<

附件二 - 作品範例

第二天行程(慕哲哈比屋-三義木雕博物館-大河美術 一館-天空之城-鯉魚潭水庫-龍騰斷橋-苑裡車站-桃園車站)
從民宿出發，使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旅遊景點 !並使用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8 分至三義木雕博物館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 號)
三義木雕博物館是以木雕為主題工藝博物館，館內展示空間以木紋清水模灌製
牆面，搭配木條及洗石子等自然元素，襯托呼應木雕藝術的原木紋路。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3 分至大河美術 一館

(台灣苗栗縣三義鄉水美 305 號)

大河美術 一館是一個充滿展覽的藝文空間。定期有各項展覽，如:《圓點女王
─草間彌生作品收藏展》、《山‧意》大河美術三義開幕展等。
使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旅遊景點 ，找尋到天空之城。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19 分至天空之城

(364 苗栗縣大湖鄉十份 33 號)

天空之城是由【鳥 v.s 人】
、
【天堂古堡】以及【山城步道】所組成的綜合空間，
有都會餐廳、義式廚房、森林饗宴以及園區步道，到了中午用餐時間，可以好
好選擇美味的餐點了！吃飽後好好享受美麗特殊的風景，真是一大享受呀！
使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旅遊景點 ，找尋到鯉魚潭水庫。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13 分至鯉魚潭水庫(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三櫃 106 號)
鯉魚潭水庫是一個狹長鯉魚潭，因為由高處看像一條鯉魚而得名，從三義到卓
蘭的苗 52 鄉道上的觀景亭台，就可以清楚看到水庫的輪廓，也可由觀景平台
沿著水庫步行，此刻會發現四周的群山綠水一併映入眼簾，十分美麗。
使用樂客玩樂 APP 查詢旅遊景點 ，找尋到龍騰斷橋。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18 分至龍騰斷橋(台灣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
龍騰斷橋是赫赫有名的旅遊景點，這座被譽為「台灣鐵路藝術極品」的斷橋，
是山線鐵路最高、跨距最大的橋樑，擁有將近一世紀的歷史。
樂客導航王全 3D APP 開車 34 分至苑裡車站(苗栗縣苑裡鎮苑北里中山路 165 號)
苑裡車站搭乘莒光 518 號抵達桃園車站。
回到溫暖的家囉~~

※20 間民宿任選一間做建模即可。
※高度正常比例，一般樓層約為 3 公尺，挑高樓層一層為 4 公尺；請參賽者依照正常比例推算，不須完全精準！
※圖片僅供參考，參賽者也可上網搜尋建物圖片做為參考，不須特別前往現場拍攝，建模不需要百分之百精準，有些許落差並不會影響到審核！

附件三 :

建模資訊

北部
1. 簡單的幸福

民宿詳細資訊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 2 段 291 巷 51 弄 30 號
電話：0928-543672．(03)960-5384
傳真：(03)960-1842
長：9.2(公尺/ｍ)、寬：19.3(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sh.elanbnb.com/about.asp
圖片出處：
http://www.localking.com.tw/poi/poi_detail.aspx?poiid=Z3RJWVdIYjBxT0NlcjZadlc0UERDUT09

2.

宜蘭-哈薩雅琪民宿

地址：266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大義二路 248 號
電話：0911 828 502
長：16.3(公尺/m)、寬：11.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hasayaki.gogobnb.com/
圖片出處：
http://boo2k.com/archives/21114/%E5%AE%9C%E8%98%AD%E4%B8%89%E6%98%9F%E8%A6%AA%E
5%AD%90%E4%BD%8F%E5%AE%BF%E6%8E%A8%E8%96%A6%E2%80%A7%E4%B8%89%E6%98%9F%
E5%93%88%E8%96%A9%E9%9B%85%E7%90%AA.html

3.

九份蘭櫻居民宿

地址： 224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 9-14 號 14 號
電話：0983 704 466
長：24.53(公尺/m)、寬： 10(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lanyinghome.okgo.tw/
圖片出處：
http://mimg47.pixnet.net/blog/post/4975559-%E3%80%90%E6%97%85%E9%81%8A%E4%BD%8F%E5%AE%BF%E3%80%
91%E4%B9%9D%E4%BB%BD%E8%98%AD%E6%AB%BB%E5%B1%85%E6%B0%91%E5%AE%BF%EF%BC%9A%E4%B9%BE%
E6%B7%A8%E8%88%92%E6%9C%8D%E7%9A%84%E5%AE%A2

4.

play hotel

地址： 261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二段 106 號
電話：03 978 0056
長：9.9(公尺/m)、寬：2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playhotel.com.tw/
圖片出處：

5.

金山劉住春天(原宿)溫泉民宿

http://alexccc0120.pixnet.net/album/photo/528642853

地址： 208 新北市金山區名流路 10 巷 11 號
電話：0955 937 226
長：15.6(公尺/m)、寬：15.5(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yuansu.okgo.tw/
圖片出處：

http://mmweb.tw/87452

6.

蕾米斯莊園

地址：宜蘭縣．蘇澳鎮存仁里大業路 56 號
電話：0988-124000 王先生
長：19.3(公尺/m)、寬：24(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remis.yilanbnb.tw/about.htm
圖片出處：
http://jan098142.pixnet.net/blog/post/26698680-%E3%80%90%E5%AE%9C%E8%98%AD%E3%80%91%
E9%9B%B7%E7%B1%B3%E6%96%AF%E8%8E%8A%E5%9C%92%E6%B0%91%E5%AE%BF

7.

悅綠墅民宿

地址： 264 宜蘭縣員山鄉惠民路 380 號
電話：03 922 0000
長：10(公尺/m)、寬：29.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leexvilla.com/about.php
圖片出處：
http://cline1413.pixnet.net/blog/post/386022017-%E2%96%8C%E5%AE%9C%E8%98%AD%E6%B0%91%
E5%AE%BF%E2%96%8C%E8%A9%A2%E5%95%8F%E5%BA%A6%E8%B6%85%E9%AB%98!-%E5%A5%B
3%E5%AD%A9%E5%80%91%E5%B0%96%E5%8F%AB%E7%9A%84%E6%B5%AA%E6%BC%AB

8.

傳藝渡假會館

地址： 268 宜蘭縣五結鄉大眾路 33-59 號
電話：03 960 6676
長：21.5(公尺/m)、寬：18.9(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rtsvilla.tw/
圖片出處：
http://cline1413.pixnet.net/blog/post/386022017-%E2%96%8C%E5%AE%9C%E8%98%AD%E6%B0%91%
E5%AE%BF%E2%96%8C%E8%A9%A2%E5%95%8F%E5%BA%A6%E8%B6%85%E9%AB%98!-%E5%A5%B
3%E5%AD%A9%E5%80%91%E5%B0%96%E5%8F%AB%E7%9A%84%E6%B5%AA%E6%BC%AB

9.

天方夜譚

地址： 224 台北縣瑞芳鎮汽車路 88 號
電話：02 2496 0055
長：13(公尺/m)、寬：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arabian-night.com/
圖片出處： http://www.arabian-night.com/

10. 金普敦鄉村悠活別墅

地址：269 宜蘭縣冬山鄉鹿埔路 460 巷 122 號
電話：0930 242 638
長：16.3(公尺/m)、寬：35.3(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kimptonbnb.com/
圖片出處：http://yilan.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1-860

中部

地址資訊
11. 熊麋鹿了幸福手作民宿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 5 之 8 號
電話：049-2919797 手機：0952-450226
長：27.2(公尺/m)、寬：2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bear.okgo.tw/
圖片出處：
http://nini710.pixnet.net/blog/post/43302496-%E5%9F%94%E9%87%8C%E6%B0%91%E5%AE%BF~%E7
%86%8A%E9%BA%8B%E9%B9%BF%E4%BA%86%E5%B9%B8%E7%A6%8F%E6%89%8B%E4%BD%9C%E
6%B0%91%E5%AE%BF-%E6%97%A5%E7%B3%BB%E9%9B%9C%E8%B2%A8%E9%A2%A8

12. 秘密花園民宿

13. 慕哲哈比屋

地址： 55542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瓊文巷 39 號
電話：0978 010 372
長：16(公尺/m)、寬：1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smsecretgarden.com/
地址： 367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 324-12 號
電話：03 787 2935
長：11.2(公尺/m)、寬：20.6(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maison-philo.emmm.tw/
圖片出處：http://miaoli.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4-172

14. 月牙莊休閒渡假山莊

地址： 545 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 26-3 號
電話：04 9290 6638
長：23.3(公尺/m)、寬：24.1(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yue-ya.com.tw/
圖片出處：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64191

15. 清境森之戀民宿

地址： 546 南投縣仁愛鄉博望巷 9-7 號
電話：04 9280 2582
長：33.5(公尺/m)、寬：45.6(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senlove.tw/
圖片出處：http://www.cingjing.com.tw/sub/hotelview.asp?hno=198

南部
16. 墾丁新芽民宿

地址資訊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大埔路 48 號
電話：08 889 9127
長： 43.1(公尺/m)、寬：33.7(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siya.eminsu.com/
圖片出處：https://pic.gomaji.com/stores/600/50600/50600_1_r.jpg

17. 岩手旅店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78 號
電話：08 885 1360
長： 15.1(公尺/m)、寬：18.8(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rockhand.okgo.tw/
圖片出處：http://www.tourmap.tw/blog/4076

18. 美好墾丁旅閣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846 巷 70 號
電話：08 885 1317
長： 16.8(公尺/m)、寬：20.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http://www.ktwonderful-iin.com/
圖片出處：http://kenting.fun-taiwan.com/HouseDetailView.aspx?hid=007-I344

19. a&l 戀灣旅棧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電話：08 885 1301
長： 6.6(公尺/m)、寬：16.2(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 http://al.okgo.tw/
圖片出處：http://pt.okgo.tw/shop/9219.html

20. 墾丁夏奇拉樂活旅店

地址： 946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仁愛巷 36 號
電話：08 888 0555
長： 39.4(公尺/m)、寬：72.9(公尺/m)、高：依比例製作
官網連結： http://www.ikenting.tw/shakira/
圖片出處：http://www.17life.com/9668f144-94a0-4782-8317-ab48095167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