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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簡章 

 

壹、 競賽背景與目的 

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的舉辦，旨在透過年輕學子的創意，尋找

新北市境內更多值得推廣、具有客家特色文化與產業，希望參賽者以影像及簡報方式，

激發出許多具創意、優質、多樣性的導覽解說內容，影像成果可提供給觀光旅遊相關之

產、官、學界推廣，進而達到產學結合。今年的競賽以新北市境內為主要規劃範圍，期

待參賽者設計出具創新的導覽解說，讓國內外遊客有機會認識新北市豐富的客家人文歷

史風情。 

本次活動為全國性比賽，藉著辦理此競賽活動，促使解說員與遊客熟悉解說實務

的內涵，了解新北市具有客家元素之各種自然、人文資源，進而融入特色教學，藉由活

動發揮創意，展現不同專長背景的觀點，發想出更具吸引力的導覽方式，以提昇主題旅

遊的服務質能。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指導單位：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參、 參加對象 

大專校院組：國內大專校院，五專部(四、五年級)在校學生及研究生。 

高中職組：國內高中職學校，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之在校學生。 

上述參賽隊伍每隊人數以 2-4 名原則，每隊須由 1~2 位擔任指導老師，率領學生組隊

參加(學生不可重複組隊)。 

肆、 活動日期 

1. 報名期限：公告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04 日 (週四)為止(繳件期限以郵戳日期為準)。 

2. 初賽審核結果公告日期：2018 年 10 月 11 日(週四) (審核結果將公布於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網頁) 

3. 決賽日期：2018 年 10 月 18 日(週四)09:00-17:00。(所有進入決賽人員，務必於當天

指定時間至決賽地點完成報到，否則以棄權論。大專組報到為上午 8:30；高中職組

為中午 12:30) 

4. 決賽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思賢樓 2 樓

休閒事業管理系)  

伍、 報名方式及聯絡方式 

1. 本項活動為免費報名，報名時請繳交 1.報名表、2.導覽解說影片光碟一張、3.參賽聲

明書、4.在學證明（如：學生證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身分之文件）等相關資料，

並請於光碟封面註明報名隊伍名稱、就讀學校及隊員名稱。報名資料恕不退還，請

自行備份報名作品。信封封面請註明參加『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

賽，大專組或高中職組』，於報名時間內以掛號方式郵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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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資料請寄「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2019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

競賽工作小組」。地址：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聯絡人：張文榮老師/江敬晧老師  

聯絡電話：02-22733567 ext 149/142 

e-mail：rickrong@gmail.com  

 

陸、 競賽內容、評分標準及獎勵方式 

1. 初賽階段(導覽解說影片)： 

（1）以新北市境內客家元素之風景名勝、古蹟、伴手禮及美食小吃、文物等為主題(與

客家桐花相關為佳)，以自行拍攝導覽解說影片之方式呈現，目的在開發新北市具

客家元素之景點解說設計，讓遊客透過導覽解說影片的介紹，更瞭解新北客家元素

相關景點的內涵，達推廣之目的。 

（2）參賽隊伍以 2-4人為一組參加競賽，指導老師 1~2人。參賽隊伍需繳交 5~7分鐘影

片檔，請燒錄光碟並以 AVI 或 MPEG4 格式繳交，影像必須清晰(影片尺寸：最低標

準 1280 x 960)，影片畫面比例為 4:3，需加字幕。參賽作品概不退還，請參賽者

預先留存備份。參賽隊伍成員至少要有 1 人 入鏡導覽解說。影片不限於景點現場

拍攝，參賽隊伍亦可自行佈置進行解說介紹。 

（3）初賽兩組各取數名進入決賽，所有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均提供參賽證明，得獎隊伍

將頒發指導老師感謝狀。 

（4）初賽評分標準如下： 

內容充實及正確度 30％、導覽解說技巧 50％、創意及道具 20％。 

(5) 注意事項: 

a.影片內容之影像、聲音及音樂等，需符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作品如涉及著作權

之侵權及不法行為，概由報名者自行負責，並取消其得獎資格。 

b.參賽作品須自行拍攝，並為原創性，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及未獲其他單位獎項或

補助之作品。 

c.所有獲獎之宣導短片應授權主辦單位，日後不限地域、次數、時間及無償利用。  

2.  決賽階段(競賽現場導覽解說)： 

（1）入選決賽隊伍需以新北市境內客家元素之風景名勝(如：桐花祭)、古蹟、伴手禮及

美食小吃、文物等為主題，以創新創意方式呈現，需全隊親至競賽會場現場導覽解

說，可以 PPT或自行設計道具輔助，並列入下列評分標準之創意評分項目內。 

( 2 ) 每隊須設計海報(A1)並輸出攜至現場呈現，其海報電子檔須於 107年 10月 16日(二)

下午 17:00 前寄至聯絡人張文榮老師電子信箱：rickrong@gmail.com 

( 3) 獲得決賽資格之參賽隊伍全數人員，務必需於當天指定時間之前至宏國德霖科技大

學休閒系完成報到(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否則以棄權論。 

（4）決賽每隊 8 分鐘，可以 1 人或多人進行導覽解說展演。 

mailto:rickrong@gmail.com
mailto:rickr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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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分標準： 

a.內容充實及正確度度 30% 

b.導覽解說技巧 45% 

c.創意及道具 15% 

d.問題回應 10% 

 

2. 獎勵方式： 

 

大專組 

第 一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8,000 元。  

第 二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5,000 元。  

第 三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3,000 元。  

佳    作：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高中職組 

第 一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8,000 元。  

第 二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4,000 元。  

第 三 名：獎牌乙只、獎狀每人ㄧ紙、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佳    作：若干名，獎狀每人ㄧ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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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報名表 

參賽主題(以電腦輸入) 
 

學校/科系所名稱 
 

姓  名 

(以電腦輸入) 

1. 2. 

3. 4. 

參賽隊伍代表人（2

位）姓名、聯絡電話

（含手機）及 E-mail 

第 1 代表人姓名、聯絡電話（含手機）及 E-mail： 

 

第 2 代表人姓名、聯絡電話（含手機）及 E-mail： 

 

指導老師 1 (簽名) 

指導老師 2 (簽名)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表及相關附件繳交單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郵寄地址： 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請註明參加「2019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活動_大專組或高中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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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 

參賽聲明書 
 

參賽主題： 

導覽特色簡述(200 字以內) 

參賽者聲明： 

１. 本人保證已確實了解 『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簡章之規定，並

同意遵守各項規定。本人具結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以及參賽作品係本人（團隊）

之原創規劃設計，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如有不實，願自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２. 本人（團隊）同意參賽內容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於非商業活動推廣與行銷使用 

 

 

*參賽隊伍全體人員簽章處         

1. 2. 

3. 4. 

（請加蓋學校系科級單位印信）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主辦競賽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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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 學生證件 

學生證影本黏貼頁，請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實貼於下面表格中 

參賽者一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二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三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參賽者四 

學生證正面 

(實 貼) 

學生證反面 

(實 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