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2019 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
※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部動力發展署、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主辦單位：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執行單位：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活動目的
因應臺灣的高齡人口急速增加，銀髮族的旅遊需求亦逐年提升，為配合國家
觀光發展政策，本次遊程設計競賽以【銀髮族旅遊】為主，結合臺灣寶島景點、
優質住宿、特色餐食、人文歷史等設計出符合高齡者恣意享受的幸福遊程，並能
呈現台灣動人的觀光魅力。
透過遊程設計競賽整合國內觀光旅遊資源，促進產業昇級，帶動相關產業人
才質與量之提升，強化銀髮族旅遊的內涵與價值，更有助於旅遊從業人員及相關
科系學子對銀髮族旅遊有更深入的瞭解，並且以【樂活、養生、健走、無障礙】
元素設計，期望給銀髮族遊客有一個幸福快樂的旅程。

一、參加對象：
本國籍年滿 15 歲以上，對觀光旅遊遊程設計有興趣之在學學生。每組
1-4 人可跨校、跨系組隊，各組需要 1-2 位指導老師。

二、活動日期與地點：
(一)線上報名及期限：
即日起至 2019 年 09 月 27 日(五)晚上 23:59 截止。
活動專頁網址：https://is.gd/9odNdF
(二)電子資料上傳期限：
2019 年 09 月 27 日(五)晚上 23:59 點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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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相關活動日期：
1、競賽推廣研習會
(1)活動日期：2019 年 09 月 10 日(星期二)。
(2)活動時間：09:00 至 16:00 (請於 9:30 之前完成報到)
(3)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六樓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130 號)
(4)報名對象：凡對於本次遊程競賽有興趣之同學皆可報名參與。
備註：建議參與本次遊程競賽同學報名參加。
2、初選入圍遊程公布：
2019 年 10 月 7 日(一)。
3、決賽、評選結果
決賽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五)。
決賽時間：08:00 至 18:00 (請於 8:50 之前完成報到)
地點：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3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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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方式：
(一)競賽推廣研習會報名：
1、 研習會報名：
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 日(一)晚上 23:59 分截止。
線上報名網址：https://is.gd/9odNdF
(1) 進入 https://is.gd/9odNdF，查看置頂文章之競賽推廣研習會報名
專區
(2) 點選競賽推廣研習會報名網址
(3) 填妥報名資訊、並備註出席人數
(4) 點選提交，即完成競賽推廣研習會報名
(二)競賽報名：
1、 競賽報名：即日起至 2019 年 09 月 27 日(五)晚上 23:59 截止。
2、 線上報名網址：https://is.gd/9odNdF
(1) 進入 https://is.gd/9odNdF，查看置頂文章之遊程競賽報名專區
(2) 點選遊程競賽報名網址
(3) 詳讀著作權聲明書、個資法
(4) 填妥並確認參賽隊伍資料
(5) 點選提交，即報名遊程競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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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料需仔細核對正確，後續比賽訊息通知將寄發給隊長，需留常用
的電子信箱並可即時收發信。
**本團隊核發所有獎狀、電子參賽證明、文宣等全依線上報名資料為主，
敬請力求資料正確無誤，若後續因參賽隊伍個人因素導致錯誤，請自行
負責。
(三)資料繳交
1、 電子資料上傳期限：2019 年 09 月 27 日(五)晚上 23:59 點截止。
進入 https://is.gd/9odNdF，查看置頂文章之遊程競賽企劃書繳

(1)

交專區
(2) 點選遊程競賽企劃書繳交之網址
(3) 填妥遊程名稱及隊長姓名
(4) 繳交企劃書 PDF 檔（檔名：遊程名稱-隊長姓名）
(5) 點選提交，即完成企劃書上傳
**遊程企劃書指定 PDF 電子檔 10MB 以內。(完整資料需含封面、目錄、企
劃內容、資料來源等，僅可含蓋於一個 PDF 電子檔案內，不符合規定者，
扣總成績 3 分。)
**電子檔上傳檔名：「遊程名稱-隊長姓名」，請勿使用特殊符號!@#$%^&*
等。
**企劃電子檔內文限 20 頁、附件限 5 頁以內。
(四)競賽公告網址：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2019 銀髮族遊程設計競賽專頁
https://is.gd/9odNdF

四、競賽流程：
(一) 競賽內容：比賽分成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1、 初選：
各組參賽者上傳企劃書(PDF 檔)，本單位將匿名送至各評審進
行書面審查，初賽入選隊伍即晉級決賽，入圍名單將公告於本競賽
專頁。
(1) 初選入圍遊程公布：2019 年 10 月 7 日(一)。
(2) 決賽：2019 年 10 月 18 日(五)。
入選決賽隊伍進行 5 分鐘上台簡報，遊程設計企劃電子檔不提供更改替
換；競賽依評分標準頒發冠軍一名、亞軍一名、季軍一名、優等若干名、
甲等若干名及佳作若干名。決賽當日於報到區進行簡報檔案(PPT 檔)存
檔；評審講評統一於閉幕頒獎典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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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賽評分標準：
(一) 規劃內容：
本次遊程設計競賽以【銀髮族旅遊】為主，並且以【樂活、養生、健
走、無障礙】元素設計遊程，結合台灣寶島景點、優質住宿、特色餐
食、人文歷史等設計出符合高齡者恣意享受的幸福遊程，並能呈現台
灣動人的觀光魅力。
(二) 規劃重點：
(1)發展國內特色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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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遊程地點：以台灣地區為限。(包含台澎金馬)
(四) 行程天數：以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為原則。
(五) 主題設定：針對銀髮遊客於台灣各地區之遊程規劃。遊程設計須符合
本競賽之活動宗旨進行團體(15 人以上)旅遊設計。
**參賽作品若不符合主題規定，本團隊有權取消獲獎資格。
**參賽作品不可一稿多投，經發現本團隊有權取消獲獎資格。
(一稿多投說明：團隊創作的同一作品向多個遊程競賽投稿的行為，比賽行
程及企劃書內容若超過 50%以上相同，本團隊即有權取消該參賽團隊獲獎
資格。)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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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交通工具：結合各種安全及便利交通工具。
(八) 住宿安排：以合法住宿機構為原則。
(九) 適合對象：銀髮族高齡者。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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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遊程設計期間：以 2019 年當地現有之資源為設計依據。
(十二) 為維持競賽公平性，任何參賽作品，包含企劃封面、內文、圖片及
PPT 簡報皆不得出現學校、所系科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每出現
一次將扣總成績一分。但須註明企劃名稱及組員姓名，封面、目錄、
企劃電子檔內文限 20 頁、附件限 5 頁以內。
(十三) 為維持競賽公平性，參賽者皆不得出現學校、所系科名稱之服裝或
道具，違者將扣總成績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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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初賽評選企劃書標準：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遊程可行性與合理性

30%

整體創意性

30%

與主題與觀光資源結合

20%

企劃書完整性

20%

(十五) 總決賽評分標準：簡報 5 分鐘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遊程特色及吸引力

40%

表達台風與整體專業性

30%

簡報內容

30%

六、獎勵方式：
(一)報名參賽：
指導老師每人電子式指導證明乙紙、參賽者電子式參賽證明乙紙。
(二)初賽：
入選隊伍：初賽入選隊伍將於 2019 年 10 月 7 日公布，入圍決賽隊伍。
(三)決賽：
1、 冠軍 1 名：每組獎座乙座、獎金 10,000 元；每人獎狀乙紙。
2、 亞軍 1 名：每組獎座乙座、獎金 5,000 元；每人獎狀乙紙。
3、 季軍 1 名：每組獎座乙座、獎金 3,000 元；每人獎狀乙紙。
4、 優等若干名：每人獎狀乙紙。
5、 甲等若干名：每人獎狀乙紙。
6、 佳作若干名：每人獎狀乙紙。

七、本競賽內容及規章本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
八、聯絡方式
單 位：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桃園校區)
地 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
電 話：(07)331-6701、(07)331-6702
傳 真：(07)331-5851、(07)331-1711
手 機：0973-528-100
E-mail：mcutourismservice@gmail.com
聯絡人：陳小紅 專案經理；游凱茵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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