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高科盃－日語導覽競賽」簡章 
一、活動目的 

    本活動為提升高中職與大專學生在觀光休閒領域之日語專業導覽能力，透過競賽增進日

語交流的機會，並激發青年的創意，同時挖掘港都高雄友善環境的旅遊方式。 

    本屆競賽主題為「低碳旅遊・暢遊港都」。綠色旅遊是近年逐漸被重視的一種新型態的旅

遊方式，以低碳節能的旅遊，降低環境負荷，維護自然景觀，讓逐漸建立的環保意識，藉由

旅遊衍伸，提升友善環境與永續觀光的精神。鼓勵學生以綠色旅遊的概念，探索高雄的大城

小鎮，體驗山海河港、歷史人文等在地風情。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系友會、台灣休閒與遊憩學會 

              中華商業現代化學會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感謝單位：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三、參賽資格 

    (一) 高中職組(含專一、專二、專三) 

         全國各高中職在學學生，母語為日語的學生除外，不限科別與年級。 

    (二) 大專組(含專四、專五) 

         全國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母語為日語的學生除外，不限科系與年級。 

 

四、活動時程 

    (一)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14日(星期五) 23:59截止。 

                   報名網址:https://ppt.cc/fFo3Ux 

    (二) 文件繳交：111年 11月 3日(星期四) 23:59截止。 

                   1. 參賽報名表(附件一) 

                   2. 同意書(附件二) 

                   3. 錄製 3分鐘的日文導覽影片(影片格式 MP4) 

                   個人雲端網址上傳至表單：https://ppt.cc/fZMGLx。 

                   個人雲端連結設定為「知道連結的使用者」，請參閱表單內教學檔。 

    (三) 決賽入選名單公告:111年 11月 10日(星期四)17:00前於觀光系網站公布。 

    (四) 決賽簡報檔(PPT)繳交:5分鐘簡報檔。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 23:59截止。電子 

                             檔上傳後不提供更改替換。格式請儲存為「Power Point 97至 

                             2003簡報」版本。 

                             高中職組上傳表單:於決賽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 

                             大專組上傳表單: 於決賽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 

https://ppt.cc/fFo3Ux
https://ppt.cc/fZMGLx


    (五) 決賽日期:111年 11月 24日(星期四)13:30~17:00 

    決賽地點: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瑛苑國際會議廳/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號 

 

五、競賽內容與規範 

    (一) 導覽主題:導覽內容以友善環境、永續觀光的『低碳旅遊・暢遊港都』為主，結合 

                 高雄的在地人文、地理、產業、景點等，展現『用在地、惜資源、護環境』 

                 之綠色旅遊的特色。 

    (二) 影片格式:僅限 MP4 檔 

                如使用相片、配樂及影片請注意版權，若有引用他人作品內容請註明出處 

                ，作品須組員共同製作，如經發現有非組員參與製作或若有侵權行為者， 

                得取消資格。 

    (四) 每隊以 2~4 名為限，參賽過程不得更換成員或重複報名，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五) 可跨科系或跨校組隊，每隊需有一至兩位指導老師。 

    (六) 參賽隊伍設組長 1 人，負責與主辦單位聯繫參賽事宜。 

 

六、競賽評審方式與標準 

   【初賽】以 3 分鐘的日語導覽影片進行評分，擇優隊伍晉級參加決賽。 

    評分標準: 

1. 合理性(30%) : 內容具體，符合實踐可能性。 

2. 創意性(30%) : 概念與視覺呈現獨特性等。 

3. 整體性(40%) : 解說與主題的完整度等。 

 【決賽】決賽隊伍上台進行 5 分鐘現場日語導覽。 

     評分標準： 

1. 導覽內容: 30% 

2. 特色與吸引力:30% 

3. 表達能力與技巧:30% 

4. 台風與團隊精神:10%  

     註：評分若有同分情事，由評審討論裁決。 

 

七、獎勵辦法 

    (一)高中職組 

        第一名：每組獎金 6,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二名：每組獎金 5,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三名：每組獎金 4,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優勝二名 : 每組獎金 2,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二)大專組 

        第一名：每組獎金 6,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二名：每組獎金 5,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第三名：每組獎金 4,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優勝二名 : 每組獎金 2,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每組獎金 1,000 元(或等值禮券)、電子獎狀乙紙。 

 

  各隊指導老師電子指導證明乙張。 

  註：獎項的組數與獎金得視報名組數與成績予以調整，必要時可從缺。 

 

八、注意事項 

1.參賽隊伍若未依規定交件時程前繳交參賽資料及作品，將視同棄權並取消參賽資格。 

2.參賽作品一律不受理退件，請參賽者自行備份存檔。 

3.如遇作品規格不符、參賽資格不符、檔案格式錯誤以致無法讀取等情形，進而影響資格或 

  評選結果，將以棄權論，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且恕不負相關責任，請參賽隊伍務必自行 

  確認相關規定與檔案格式正確性。 

4.參賽作品不可一稿多投如為曾經參加比賽之作品不予評選，另冒名頂替之作品將追究責任。 

5.參賽作品以原創未對外公開發表為限，並不得抄襲他人作品。參賽者需保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 

  智財權、肖像權等情形，若有任何侵權行為，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若經他人檢舉或經執行單 

位查證抄襲屬實，得獎獎金及獎狀則全數收回，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不得異議。 

6.參賽者提出之所有相關資料，無論得獎或入選與否均不退還，請自行備份保留副本。得獎作品 

  著作權轉讓主辦單位，未得獎作品著作權視同放棄。 

7.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享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展覽、宣傳、攝影 

  出版、發表或製作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 (畫冊、光碟、網路、軟體) 發行等使用權利，得獎人不 

  得異議。 

8.凡參加本活動之參賽者，即視同同意並遵守本活動之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 

  最終解釋、更改及變動之權利，並對競賽結果有最終決定權。       

9.因新冠疫情之影響，主辦單位保有調整競賽時間、地點與獎勵方式之權利。 

 

聯絡方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聯絡人：李家琪 

E-mail：vgoffice01@nkust.edu.tw 

電話：(07)381-4526 分機 17233 

地址：82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附件一 

2022 高科盃『日語導覽競賽』報名表 

參賽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系別(科)： 
□大專組 

□高中職組 

指導老師姓名 服務系所 行動電話 E-Mail 

    

    

學

生 
姓名 校名/系・科/年級 行動電話 E-Mail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說明： 

   1.請將參賽報名表、同意書、3分鐘的日文導覽影片(影片格式 MP4)  

 資料上傳至表單連結：https://ppt.cc/fZMGLx。 

   2.參賽作品及相關文件恕不退還，請自行製作備份留存。 

   3.主辦單位得視疫情狀況保留活動變更的權利。 

https://ppt.cc/fZMGLx


附件二 

2022 高科盃『日語導覽競賽』同意書 

    參賽隊伍(團隊)參加 2022 高科盃『日語導覽競賽』活動，參賽隊伍(團隊)保證

已確實了解活動簡章和公告之規定，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本活動參賽者將在本活動確定參加時，填寫各項個人資料。 

二、參賽隊伍(團體)聲明所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合法、有效的，絕無虛偽隱匿、 

    且保證絕無不法或違約情事。參賽隊伍(團體)保證參賽作品絕無侵害或抄襲他 

    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參賽作品若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或有任 

    何其它違法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者之參賽及得獎資格。 

三、參賽隊伍(團隊)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供主、協辦單位使用於各 

    種媒體、或製作活動成果報告書、展示或地方發展上。 

四、主辦單位得視疫情狀況保留活動變更的權利。 

    立同意書人(團隊)： 1.                                 

    2.                                 

    3.                                 

                      4.                                 

           （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交通路線資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自行開車 

北上 

(1) 國道 3 號北上：至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西行）後，至燕巢交流道下，至旗楠公路右 

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2) 國道 1 號北上：至鼎金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東行）後，至燕巢交流道下，至旗楠公路右 

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南下 

(1) 國道 3 號南下：至燕巢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西行）後，至燕巢交流道下，至旗楠公路右 

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2) 國道 1 號南下：至鼎金系統交流道轉國道 10 號（東行）後，至燕巢交流道下，至旗楠公路右 

轉直行約 5 分鐘，即可於左邊看見本校燕巢校區。 

 

大眾運輸工具 

捷運轉公車： 

(1) R21 都會公園捷運站：搭乘「高雄客運」7A 號公車，於高科大燕巢校區站下車。 

(車程約 45 分鐘) 

(2) R16 左營(高鐵)捷運站：第 3 公車停靠站，搭乘「義大客運」E04 號燕巢學園快線，於高科大 

燕巢校區站下車。(車程約 30 分鐘) 

 

高鐵轉公車： 

(1) 於高鐵左營站下車，轉搭高雄捷運至 R21 都會公園捷運站後，轉 7A 號公車前往。 

(車程約 45 分鐘) 

(2) 於高鐵左營站 2 號出口，步行至第 3 公車停靠站，搭乘「義大客運」E04 路燕巢學園快線，於 

高科大燕巢校區站下車。(車程約 30 分鐘) 

 

台鐵轉公車： 

(1) 於楠梓火車站下車，轉 7A 路、8023 路、8029 路公車前往，於竹崎站(高科大燕巢校區)下車。 

(2) 高雄火車站下車，轉 8023 路公車前往，於竹崎站(高科大燕巢校區)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