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旅行家，高雄隨意遊 遊程競賽 

 
【因應 COVID-19疫情，競賽活動辦法微調異動(110.08.30)】 

請參賽者注意 

 
因新冠肺炎影響，國人旅遊行為改變。國內旅遊大爆發之際，如何持

續維持熱度並提升旅遊品質，是觀光產業界的目前最重要課題。高雄

獨有山海河港景緻與物產人文得天獨厚，在國旅市場中特別突出。 

 

為讓國人來訪高雄，有更多不同吃喝玩樂的走法，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特別舉辦「少年旅行家，高雄隨意遊」遊程競賽。開放全國高中職與

大專院校學生參加，創意遊高雄。開放各樣創意，設計規劃高雄 2 日

遊，把高雄美食、美景、美事、美感、美好，盡收眼底。吃喝玩樂，

輕鬆一網打盡！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承辦單位：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壹、報名資格： 

一、  限全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參與報名。 

二、  每隊人數以 4 人為上限，個人不得重複組隊參加。參賽隊

伍須設隊長(聯絡人)一名，作為聯繫窗口。 

三、  每隊可商請老師指導，但以 2 名為限。 

四、  參賽隊伍報名作品限 1 件，該作品需未曾公開發表、未參

加其他活動、未取得任何獎項，且未曾授權第三人使用。 

五、  受疫情影響，開放今年六月應屆畢業學生參與，以維護其

參賽權益。 

 

貳、競賽內容： 

主題： 高雄觀光創意不設限 

遊程： 高雄二日遊的遊程，其中需含夜間活動遊程 

交通： 建議以本市大眾運輸系統與共享運具優先 

 

參、競賽時程： 

10/15 (五) 初賽收件截止 

10/22 (五) 公告入選決賽隊伍 

11/22 (一) 決賽收件截止 

11/30 (二) 公布決賽優勝名單 

 



肆、競賽方式： 

一、  初賽：參賽隊伍於 10 月 15日(五)中午 12時前完成報名。 

（一） 報名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報名信箱，郵件主旨

為「少年旅行家_隊伍名稱_初賽資料」 

（二） 開放中文與外文；惟書面資料，如報名、企畫書

等須以中文撰寫；影片拍攝可以中文或外文呈現，惟影

片使用外文者，須搭配中文字幕。 

（三） 報名資料檔案如下： 

1. 競賽報名表(附件一) 

2. 在學證明書或畢業證書影本(附件二) 

3. 授權同意書與著作權聲明書(附件三) 

4. 企劃書(轉成 PDF檔案，檔案 3MB為限) 

(1) 遊程設計理念與特色 

(2) 二日遊程規劃大要(如飲食、交通、住宿、景

點、伴手禮等推薦) 

(3) 字體規定標楷體，標題 14 級、內文 12 級、行

距 0.5。企劃書不超過 15頁。 

5. 遊程介紹短片(長度 2 分鐘為限，解析度為 720P 以

上)，名稱為「少年旅行家_隊伍名稱_初賽短片」上

傳 YouTube 個人頻道之短網址連結。 

※影片呈現方式：自我創意呈現遊程企畫書內容(可

以簡報呈現) 

（四） 主辦單位將邀請專業評審，依照「遊程短片 40%+

企劃書 60%(內含遊程特色 20%+經費使用 20%+在地文

化 20%)」等標準進行評選。 

（五） 110年 10月 22日(五)公告入選決賽名單 20隊，

每隊可獲補助遊程費新台幣 3,000元。 

二、  決賽 

1. 決賽隊伍安排進行高雄二日遊的實際遊程操作，並以照

片或影片方式記錄。影片拍攝可以中文或外文呈現；惟

使用外文者，上傳之影片須搭配中文字幕。 

2. 決賽隊伍須完成遊程報告企劃書與遊程影片。 

(1) 遊程報告企劃書(轉成 PDF檔案，檔案 5MB為限) 

A. 遊程設計理念與特色 

B. 二日遊程完整規劃(含飲食、交通、住宿、景

點、伴手禮等推薦) 

C. 企劃書不超過 40 頁。 

(2) 遊程影片(長度 250秒為限，解析度 720P以上)，於

110年 11月 22日(一) 下午 6時前，上傳個人



YouTube頻道。名稱為「少年旅行家_隊伍名稱_決

賽完整版」。 

3. 以電子郵件傳送至報名信箱，郵件主旨為「少年旅行家

_隊伍名稱_決賽完整版」，附上遊程報告企畫書與影片

短網址連結。 

 

三、  決選 110年 11月 30日(二)公布決賽優勝名單 

1. 主辦單位將邀請各界專業評審，依照「活動規範 20%+

遊程特色 40%+影片精采度 40%」等標準進行決賽評

選。 

2. 決賽成績： 

冠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30,000元、獎狀乙紙。 

亞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20,000元、獎狀乙紙。 

季軍一名，獎金新台幣 10,000元、獎狀乙紙。 

優勝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狀乙紙。 

佳作四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獎狀乙紙。 

其他入圍隊伍，均可獲入圍獎狀乙紙。 

3. 所有獎金(含入圍獎金與遊程費)將於競賽結束後，統一

由承辦單位匯款發放。 

 

伍、注意事項： 

 

一、  主辦單位保有此競賽辦法之修改權利，如有異動，悉依主

辦單位公告為主。 

二、  不論是否入選決賽，參賽資料與作品將不予退回，請參賽

者自行備份。 

三、  入選與優勝名單將於競賽網站公告並寄送電子郵件 E-Mail

至隊長(聯絡人)之信箱。 

四、  決賽隊伍至高雄實地走訪景點拍攝，需自行投保旅遊平安

險，費用從 3,000 元補助遊程費中支應。 

五、  決賽隊伍繳交完成遊程報告企劃書及遊程影片，並經審核

完成後 15 天內，主辦單位將補助遊程費匯入隊長之銀行帳

戶。 

六、  參賽隊伍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相關音樂版權使用，所提

供之參賽作品原創並且無任何商業與其他競賽之用途，違

者即取消參賽資格。 

七、  根據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1,000 

元，需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本競賽將依稅法規

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得獎者，以供申報個人綜合

所得稅。 



八、  若得獎者之獎金額超過含新臺幣 20,000 元，依稅法規定須

代扣 10%之所得稅；外籍人士依法扣繳 20%稅金；若中獎

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 

九、  在學學生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歸於父母，請事先告知家

長。 

 

 

陸、聯絡方式： 

競賽聯絡人：林小姐      Tel：(07) 2691452#31        

LINE ID：1452yaya       報名信箱：south99100@gmail.com 

 

柒、附件：  

競賽報名表(附件一)  

在學證明書或畢業證書(附件二) 

授權同意書與著作權聲明書(附件三) 

 

  



 

 

少年旅行家，高雄隨意遊遊程競賽」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各欄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 

收件日期:         (此欄由承辦單位填寫) 參賽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隊伍名稱  

學校名稱 
 

學校科系 
 

指導老師 1  聯繫電話 
 

指導老師 2  聯繫電話 
 

隊長(聯絡人)  隊長電話 
 

隊長 

 E-mail 

 

 

二、隊員資料   

隊  長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隊  員  1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繫電話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附件一 



 

隊  員  2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繫電話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隊  員  3  生日 
 

身分證字號  聯繫電話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1.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取得參賽者之個人資料，為辦理「少年旅行家，高雄

隨意遊遊程競賽」相關評選作業使用，其蒐集、處理及利用參賽者之個人

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所蒐集參賽者之個人資

料類別，如報名表內文所列，利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媒體公布得獎名單，

包括姓名、得獎作品(含作品說明表)，利用期間為永久，利用地區不限，對

象為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2. 就承辦單位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個人得向主

辦單位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利

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主辦單位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得

不依參賽者請求為之。 

3.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

辦單位將無法受理報名。 

 

 

隊 長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1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2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3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10  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 

  

附件一 



在學∕畢業證明書 
請提供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正反面，若學生證無學年註冊章 

請另提供證明，並註記為「附件二、在學證明」 

隊長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隊員 1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隊員 2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隊員 3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附件二 



授權同意書與著作權聲明書 
※附件三需列印親筆簽名後掃描上傳※ 

 

參賽隊伍  參賽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本人(團隊)報名參加「少年旅行家，高雄隨意遊遊程競賽」，已詳細閱讀簡章與注意事

項，並同意競賽簡章之各項內容規定，並授予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以下簡稱主辦單位)以

下相關權利: 

 

一、本人(團隊)證明繳交之各項資料確實無誤，並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之決議。

倘因未遵守作業時間、規範而遭淘汰，絕無異議。 

二、本人(團隊)設計之遊程為自行創作，遵守著作權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並保證

作品為原創，絕無抄襲、盜用、冒名頂替或侵犯他人權益與著作權等情事，且未曾

以此企劃書參與其他競賽，以及尚未以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含網路)。 

三、本人(團隊)參賽作品，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檢舉告發涉及著作權、專利權及其他智

慧財產權等之侵害，將被取消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亦將追回獎金，並自負法律

責任。 

四、各獎項之獎金品須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五、作品著作權利 

(一) 本人(團隊)同意因參加競賽所提出之個人資料與作品(影片及企畫書)，委由主辦單位

建立資料庫予以管理；並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作為宣傳、展示(包括研究、攝影、宣

傳、網頁製作、媒體報導等)之用。 

(二) 本人(團隊)作品若進入決賽，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個人資料與作品(影片、企

畫書及社群表現等)，以及相關照片、影片等檔案資料，主辦單位得以任何形式重

製、公開展示、公開傳輸、編輯、利用或散布，以利高雄觀光之推廣。 

(三) 本人(團隊)同意主辦單位為推廣本次活動之後續宣傳等事宜，得將姓名、肖像、作品

運用在相關媒體如電視、廣播、網際網路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以及

利用平面印刷品散布。 

 
 

 

隊 長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1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2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隊員3 簽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0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