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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左鎮二寮觀日出，七股溪南看夕陽」 

全國高中職創意遊程暨導覽解說競賽 

壹、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七股區農會、 左

鎮區農會 

主辦單位：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台南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 

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貳、 計畫內容 

一、 活動目的 

    為發揚休閒農業區之旅遊型態，本活動以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及左鎮光

榮休閒農業區為主軸，並以「左鎮二寮觀日出，七股溪南看日落」為主題，透過

資源整合與盤點，彙整地方人文地產景等特色，設計出能串連兩大休閒農業區之

旅遊線，讓遊客能深度品味兩大休閒農業區及活化地方特色產業之創意遊程。另

外，希冀透過導覽解說競賽推廣兩大休閒農業區之景點與活動內容，期望透過本

活動能引領民眾認識休閒農業區並促進在地觀光人潮之發展。 

二、 活動日期與時間 

(一) 線上報名： 

1. 收件日：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7 日(五) 23:59:59 秒截止。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dxofL9VKNGxir6Ex5   

2. 結果公告日：110 年 5 月 14 日(五)17:00 前於網路公布書面審查結果及決賽名

單。 

(二) 總決賽： 5/21(五)於樹德科技大學進行口頭簡報決賽。因應 COVID 19，若決賽

期間政府有相關政策公布，將則以數位方式(口頭報告影片)進行決賽。 

三、 參賽資格 

(一) 目前就讀各公私立高中職在學學生。 

(二) 個人參賽或團體組隊參賽，團體每組人數不可超過 4 名(可同校跨科系參加，

但不得跨校)。 

(三) 每一參賽隊伍須包含至少 1 位指導老師，至多以 2 位為限。 

(四) 參賽隊伍須設隊長一名，為參賽隊伍與主辦單位之主要聯繫窗口。 

(五) 參賽者可同時參與創意遊程組及導覽解說組競賽，但在同一類組競賽中，禁止

重複參賽。 

四、 徵選主題之相關規定 

(一)創意遊程競賽組 

https://forms.gle/dxofL9VKNGxir6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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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重點：以「左鎮二寮觀日出，七股溪南看日落」為主題進行發想，並可自

行訂定遊程主題，串聯台南左鎮到七股之自然景觀、西拉雅傳統文化、習俗節

慶、人文或物產飲食，涵蓋「食、宿、遊、購、娛」等元素。 

2. 遊程地點：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及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之景點或活動內容

須佔總景點 70%以上。其景點詳如下表所示： 

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範圍:七股區、佳里區、安南區 
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景點】:佳里禾香鮮奶、三不等活海

鮮、七股無毒草莓園、龍海號、龍山號、

永順號、陸王公、吳家古厝、七股潟湖、

溪南塭釣場、美雲果園、三股歌珊有機

果園、海寮碼頭、黃昭堂紀念公園、黑

琵食堂、黑面琵鷺館、和明紡織觀光工

廠、藍藻蝦生態漁莊、食漁食農文創、

統大賀海產餐廳、春園高爾夫球農莊、

七股區農會、七股賞鳥亭、欖人民宿、

佳里蕭瓏文化園區、北頭洋、無人島、

臺灣島極西地標國聖燈塔、臺灣十大夕

陽七股夕陽、臺灣十大秘境頂頭額沙

洲、觀海樓、六孔碼頭、七股海堤、十

份鹽居、台南七股西寮民宿、童鶴人家

民宿、七股區安南區佳里區合法旅宿、

寶龍宮、九龍宮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洋香瓜、虱目魚、

虱目魚嶺、虱目魚鬆、甘仔蜜、火龍果、

螃蟹、南洋鯽魚、草蝦、白蝦、虱目魚

丸、芒果、芭樂、洛神花、地瓜、烏魚

子、鮮奶、黑面琵鷺、神話鳥黑嘴端鳳

頭燕鷗、西拉雅、原住民漁夫、數漁歌、

穿草裙的阿公、一樣的月光、候鳥 e人、

吳仲常、螃蟹達人文岳伯、舢筏、蚵。 

【景點】: 左鎮驛站、風從山來、傳家奇

木、晨曦山莊、晨曦紅瓦厝、陳家果園、

農情笑園、里長咖啡左莊商行、雙 B綠竹

筍園、堅持火龍果園、東榮果園、玉珊果

園、良心農場、都讚果園、秀英果園、冠

丞果園、福三果園、三榮果園、寶茂果園、

澄山心理園區、二寮日出、侏儸紀觀景

台、化石館、草山月世界、二寮觀日亭、

二寮部落觀景點、308高地觀景台、山豹

古道觀景台、SONY 世界三大日出、左鎮

拔馬平埔文物館、獅頭觀景點、小玉山、

月桃工作室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芭樂、芭樂乾、楊

桃、楊桃乾、芒果、恐龍化石、長毛象化

石、白蓮霧、香蕉、木瓜、竹編體驗、咖

啡豆、雞角刺、竹筍等、陳春木、洛本仁

波切、噶瑪噶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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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創意遊程競賽景點請排除七股鹽

山、鹽博物館、台江漁夫、安南小旅行、

四草綠色隧道!!若列入則會依照規定

扣 30分。 

 
註:創意遊程競賽景點請排除左鎮公館社

區小旅行!!若列入則會依照規定 30分。 

 

3. 行程天數：三天兩夜。 

4. 遊程人數：以 Mini tour 方式，2~8 人為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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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交通工具：不限。 

7. 住宿安排：以合法住宿機構為原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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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針對遊程設計內容賦予符合遊程特色與意象之名稱。 

10. 為了維持競賽公平性，參賽作品不可一稿多投，且任何參賽作品，包括企劃封

面、內文、圖片及 PPT 簡報皆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

每出現一次將扣總成績 5 分。但封面須註明遊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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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頁以內。 

(二)導覽解說組 

1. 自行選擇台南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或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內之觀光景點或相關

地方特色產業進行介紹，語言別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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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範圍:七股區、佳里區、安南區 
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相關景點 

【景點】:佳里禾香鮮奶、三不等活海

鮮、七股無毒草莓園、龍海號、龍山號、

永順號、陸王公、吳家古厝、七股潟湖、

溪南塭釣場、美雲果園、三股歌珊有機

果園、海寮碼頭、黃昭堂紀念公園、黑

琵食堂、黑面琵鷺館、和明紡織觀光工

廠、藍藻蝦生態漁莊、食漁食農文創、

統大賀海產餐廳、春園高爾夫球農莊、

七股區農會、七股賞鳥亭、欖人民宿、

佳里蕭瓏文化園區、北頭洋、無人島、

臺灣島極西地標國聖燈塔、臺灣十大夕

陽七股夕陽、臺灣十大秘境頂頭額沙

洲、觀海樓、六孔碼頭、七股海堤、十

份鹽居、台南七股西寮民宿、童鶴人家

民宿、七股區安南區佳里區合法旅宿、

寶龍宮、九龍宮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洋香瓜、虱目魚、

虱目魚嶺、虱目魚鬆、甘仔蜜、火龍果、

螃蟹、南洋鯽魚、草蝦、白蝦、虱目魚

丸、芒果、芭樂、洛神花、地瓜、烏魚

子、鮮奶、黑面琵鷺、神話鳥黑嘴端鳳

頭燕鷗、西拉雅、原住民漁夫、數漁歌、

穿草裙的阿公、一樣的月光、候鳥 e人、

吳仲常、螃蟹達人文岳伯、舢筏、蚵。 

【景點】: 左鎮驛站、風從山來、傳家奇

木、晨曦山莊、晨曦紅瓦厝、陳家果園、

農情笑園、里長咖啡左莊商行、雙 B綠竹

筍園、堅持火龍果園、東榮果園、玉珊果

園、良心農場、都讚果園、秀英果園、冠

丞果園、福三果園、三榮果園、寶茂果園、

澄山心理園區、二寮日出、侏儸紀觀景

台、化石館、草山月世界、二寮觀日亭、

二寮部落觀景點、308高地觀景台、山豹

古道觀景台、SONY 世界三大日出、左鎮

拔馬平埔文物館、獅頭觀景點、小玉山、

月桃工作室等。 

【生態人文與物產】:芭樂、芭樂乾、楊

桃、楊桃乾、芒果、恐龍化石、長毛象化

石、白蓮霧、香蕉、木瓜、竹編體驗、咖

啡豆、雞角刺、竹筍等、陳春木、洛本仁

波切、噶瑪噶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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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拍攝 3 分鐘之導覽解說影片，影片中不得出現學校、科系名稱及指導老師

姓名，違者將扣總成績 5 分。 

3. 影片尺寸最低標準 1280 x 960；畫面 4:3，須加字幕。 

4. 作品風格形式不拘，但須原創性；若引用他人之照片、影片與配樂須註明出處。 

 

五、 競賽方式 

(一) 第一階段初賽—書面評選及影片評選 

1. 參賽者須於 110 年 5 月 7 日(五) 23:59:59 秒前上網完成下列報名程序： 

(1) 填寫網路報名表。 

(2) 下載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簽名後並掃描。 

(3) 創意遊程競賽組上傳企畫書作品(PDF 檔案，10MB 為限)，導覽解說

組則上傳 3 分鐘影片，檔案格式以 AVI 檔案、MP4 檔案或 WMV 檔

案，並依規定繳交。 

(4) 將簽名後之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及作品 E-mail 至 

stultm.serv@gmail.com，本單位收到檔案後將會回信告知，若無收到

回信敬請注意是否尚未報名完成。 

2. 超過截止時間、資料不齊全者或是違反競賽規則者，將視為資格不符則不

予評分。 

 

 

 

mailto:stultm.serv@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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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說明 

創意遊程

競賽組 

(1)主題契合性 20% 

(2)遊程可行性與合理性 20% 

(3)整體創意性 20% 

(4)與當地觀光資源結合 20% 

(5)企劃書完整性 20%。 

導覽解說

影片組 

(1)解說內容之正確性 20% 

(2)導覽解說之可看性 20% 

(3)導覽解說之創意性 20% 

(4)台風及導覽解說技巧 20% 

(5)影片製作之完整性 20% 

4. 初賽書審與入選決賽：由初賽評審進行參賽遊程企畫書之書面評分及導覽

解說影片評分，於 110 年 5 月 14 日(五) 17：00 前於網路公告書面審查結

果及決賽名單(請至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系網連結

https://www.lrd.stu.edu.tw/最新消息/ )。 

(二) 第二階段決賽—口頭簡報及現場展演 

1. 入圍決賽資格的團隊，須配合決賽報到時繳交下列文件： 

(1) 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簽名正本。 

(2) 遊程組須繳交參賽作品(遊程企劃書)紙本 1 式 3 份。 

2. 決賽當天之口頭簡報相當檔案須於 110 年 5 月 20 日(四)中午 12:00 前，

E-mail 至 stultm.serv@gmail.com 繳交。參賽簡報 PPT 檔名為：「2021-參

賽組別-參賽團隊之學校科系-報告名稱」（檔名範例：「2021-創意遊程組

-XX 商工觀光科-走跳左鎮」）。 

3. 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說明 

創意遊程競

賽組 

(1)企劃書完整性 20% 

(2)遊程特色與吸引力 20% 

(3)表達能力與簡報技巧 20% 

(4)台風與團隊精神 20% 

(5)創意展演及問題回應 20%。 

導覽解說現

場展演組 

(1)解說內容之正確性 25% 

(2)台風與導覽解說技巧 25% 

(3)導覽解說之吸引力 25% 

(4)創意及道具 25% 

 

mailto:stultm.serv@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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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獎勵方式 

總決賽：二類組別各依數位總決賽成績，頒發下列獎項： 

創意遊程競賽組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0 元整） 

（2）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5,000 元整） 

（3）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 元整） 

（4）總決賽佳作 3 隊 (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導覽解說競賽組 

（1）總決賽冠軍 1 隊（全隊獎金 10,000 元整） 

（2）總決賽亞軍 1 隊（全隊獎金 5,000 元整） 

（3）總決賽季軍 1 隊（全隊獎金 3,000 元整） 

（4）總決賽佳作 3 隊 (全隊獎金 1,000 元整) 

** 獲得上述獎項之指導老師及隊員，每隊頒發獎狀乙只。 

   入選決賽未獲獎之參賽隊伍將獲得參賽證明乙只。 

七、觀光巴士 

(一) 觀光巴士路線說明： 

為了讓參賽者能夠了解溪南休閒農業區與光榮休閒農業區之觀光景點，本次競賽特地

安排兩次觀光巴士供參賽者擇一參加體驗。其路線如下： 

1. 觀光巴士 A 線(110.04.03)：高鐵左營站集合出發→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化石館+左鎮

驛站(門票自理) →月世界→午餐(統大賀餐廳) →國聖燈塔(台灣島極西地標) →龍海

/龍山/永順號→和明紡織文化館手做 DIY→七股溪南休閒農業區(膠筏體驗/美雲果園/

三不等) →回程 

2. 觀光巴士 B 線(110.04.04)：高鐵左營站集合出發→左鎮光榮休閒農業區化石館+陳家

果園+左鎮驛站(門票自理+採果自付) →噶瑪噶居寺→午餐統大賀餐廳) →佳里蕭瓏

文化園區 →大天后宮月老廟(全台四大月老廟之一)→明和紡織文化館→溪南休閒農

業區(膠筏體驗/手做 DIY/美雲果園/三不等) →回程 

(二) 觀光巴士報名方式說明： 

1. 本觀光巴士限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報名，每人以報名一場為限。 

2. 欲報名者須上網填寫報名資料，並繳交$500 元保證金，本單位將在回程時退還。若報

名參加而未出席者，將沒收其保證金，將其保證金扣除所需成本後捐至公益單位。(匯

款戶名：社團法人台灣休憩管理學會，郵局代號：700，匯款帳戶：00216710199021，

台中大隆路郵局)。 

3. 報名者須先上網填寫報名表，收到確認信後再進行匯款，經查證確認匯款成功後，將

收到報名成功之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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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場觀光巴士限 40 人參與，報名額滿為止。本次觀光巴士提供遊覽車車資、保險及

午餐，其餘相關費用敬請自理。 

5. 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隨時修正、補充之，並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

之權利。如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 終止、修

改或暫停活動。 

                  

 

圖 1 觀光巴士報名流程 

八、注意事項 

(一)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有具體

事實者，則取消參賽資格與追回獎勵。 

(二)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取消參

賽資格與追回獎勵，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三) 參加決賽及總決賽之作品，由承辦單位直接寄給評審委員評分，繳交之所有文件不

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四) 參賽者須簽屬作品授權同意書，參賽作品版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將作

品彙集成冊，製作光碟，或放置公開網路平台。參賽者有義務確保主辦單位之出版權利，

並須擔保參賽作品之影像無爭議。 

(五) 獲獎者所獲獎項之獎金，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相關所得稅。 

九、活動聯絡人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陳美存老師，聯絡電話：（07）6158000 分機 3406； 

 e-mail：stultm.serv@gmail.com  

十、請掃我報名 

 

(一) 遊程報名                      (二) 觀光巴士        

                                

上網填

寫報名

資料 

收到報

名成功

信件 

進行匯款，匯

款後發信至主

辦單位告知 

收到匯

款確認

信 

完成報

名 

mailto:stultm.serv@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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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參賽網路著作權聲明與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競賽組別 
 

就讀學校 
 

姓名 

1. 2. 

3. 4. 

參 賽 隊 伍

隊 長 (1 

位）姓名、

聯 絡 電 話

（含手機）

及 E-mail 

隊長姓名、聯絡電話（含手機）及 E-mail： 

 

指導老師 

(1-2位) 

 

參賽 

聲明 

※本人（團隊）參加了「左鎮二寮觀日出，七股溪南看夕陽」全國高中職

創意遊程暨導覽解說競賽，本人（團隊）保證已確實了解活動簡章和公告

之規定，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 

 

※本人（團隊）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所參加比賽之文章及圖

片與相片係本人（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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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團隊）同意上述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無償供主辦單位使用於在

未來製作活動成果報告書、展示及的未來集結成冊出版之使用。 

 

※本人（團隊）同意本創意作品及相關內容授權主辦單位提供給相關單位

（例.縣市政府）參考應用於地方發展上。 

 

聲明人（團隊）：                                  （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作品 

編號 
 

收件 

日期 
110年   月   日 

檢訂 

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