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中國科技大學 

第七屆 CUTe盃全國高中職遊程設計競賽 

決賽事項公告 

壹、 決賽注意事項 

    為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本屆競賽之決賽方式，由原定參賽師生親自蒞校比

賽，改為採取錄製競賽影片燒錄光碟，郵寄至本系以利送交專業評審進行審核評

選。 

一、錄製決賽影音光碟: 

決賽隊伍配合簡報放映，以口說演繹，動作表演錄製 10分鐘之競賽影音檔，將

影音檔以及簡報 ppt檔燒錄成光碟，於 111年 4月 6日（三）之前以掛號郵寄

至 116-95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中國科技大學 觀管系 收，信封註

明「第七屆 CUTe 盃全國高中職遊程設計競賽決賽作品」，以郵戳為憑，逾期視

同放棄。 

二、決賽評分標準: 

    (一) 遊程特色與吸引力：30% 

    (二) 簡報內容：30% 

    (三) 表達台風與整體專業性：40% 

三、提醒事項: 

    (一) 決賽光碟一但寄出,不再接受任何更改或撤換。 

    (二) 如未能及時寄送決賽光碟(111 年 4月 6日（三）前，郵戳為憑)，將視同

放棄參賽。 

    (三).本次競賽為公平起見採取匿名審查，故決賽影音檔及簡報檔內容可報隊名

及隊員姓名，但請勿報告學校、系科及指導老師名稱。 

 (四) 每組決賽影音檔錄製時間為 10分鐘，請各組參賽隊伍掌握時間。 

四、決賽成績公告: 

      本次競賽獎項共計有最佳指導老師獎(一名)、冠軍(一組)、亞軍(二組)、季軍

(三組)、優勝(九組)，獲獎名單將提前於 111年 4月 12日(二)下午 17:00 統

一公布於本系網頁。 

  五、決賽獎金頒發方式，以蒞校親領或匯款方式二擇一: 

      (一)參加頒獎典禮蒞校親領: 

          頒獎儀式訂於 111年 4月 15日(五)下午 15:00 於中國科技大學自強樓 502

專業教室舉行，由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及觀管系系主任親自頒獎，

拍照留念並致贈紀念品及小禮物。 

 



      (二)匯款方式領取:請各參賽隊伍指導老師代領決賽獎金轉發給參賽同學，敬

請指導老師協助填寫匯款所需清冊及匯款同意書(參見公告附件一、二)。 

    1.競賽獎勵清冊(決賽學生): 

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填入決賽學生學校、科別、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

手機以及戶籍地址後列印紙本，請決賽同學於簽收欄親筆簽名，每組一

張。 

    2.競賽獎金匯款同意書(指導老師): 

匯款同意書中之基本資料及匯款資料欄煩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填寫，以免

因文字書寫不清楚影響匯款作業，並請指導老師以及科主任於下方簽名

欄位親筆簽名。 

選擇匯款方式領取獎金的決賽隊伍，煩請將上述 2項匯款所需獎勵清冊及匯

款同意書紙本，於寄出決賽光碟時隨函一併寄至本系，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3.最佳指導老師獎匯款清冊會於決賽成績揭曉後另寄至貴校。 

貳、 入選決賽作品 

本屆競賽報名踴躍，參賽組數眾多，各隊作品表現優異，有多組同分，一併獲

選參加決賽，入選決賽隊伍增額為 15組，作品名稱公告如下。 

決賽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花好月緣・櫻晴緣滿 蔡心寧  許芯寧  趙于涵  陳蘭英 

「澎」然心動，I LA「湖」U 林立薇  吳岱恩  楊承玹  蘇衍翰  王愷嬣 

「鐵」定好玩 王欣卉  陳亭叡  錢詠祺  簡瑄 

暑假「宜」起往「北」飄 方丞睿  游竣宇  劉醇佑  吳承軒 

REAL CHILL 簡瑜君  曾筠雅  鄔雯晴  呂宜蓁  葉思廷 

一起游樂趣 潘子庭  温俐晴  張翊軒  沈穎暄  江宇珊 

新潮澎湃呼澎引伴樂逍遙 簡錫堅  吳御銘  林意晨  薛亦晴  盧沁渝 

「金」朝有酒「金」朝醉 林依萱  莊佾璇  林育岑  楊心熠 

蚵鮮米香「彰」開口 花現地方心文「化」 莊若竹  羅苡倩  張黃為  楊恩綺  蔡承翰 

勇闖金門戰地遺跡 韓緯承  蔡和宗  許景生  林子惟  蔡竣皓 

澎然心動 享趣澎湖 童孟瑄  黃郁珊  黃冠洋  吳玟幸  張喻媗 

金門繡戶 林欣柔  林奕萱  莊詒婷 

花東 young’s壯遊行 王家凱  邱庭竹  陳念慈 

漫遊小鎮-古色古香古滋味 林佳儀  林祐萱  陳怡婷  陳欣婷 

繞樑三日遊東寧 陳敏玲  簡宇晨  陳思佳 

★敬請入選決賽隊伍務必連結下列網址回覆領獎方式，感謝您的合作！ 

https://forms.gle/jv8D8vJbP9najXqSA 

    
領獎方式調查 

https://forms.gle/jv8D8vJbP9najXqSA


參、佳作作品(初審分數達 80分以上) 

參賽學校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普林思頓高中 
「洄」意波「瀾」漫時旅，穿

越山海「東」遊趣 
魏任鴻、巫㺰瑤 李宏達 黃子昱 蔡亦涵 

振聲高中 

熱線「妳」和我–「澎」派閨

蜜之旅 
段承恩、王俊傑 

張雅茹  余婷瑄  王詩璇  

康芸瑄 

鐵定好玩 段承恩、王俊傑 
劉晏欣  徐思婷  黃楷芸  

陳宥菱 

明道中學 嶼你一起東起來 鍾季錚、石家伶 
王文怡  林侑慈  林昱昕  

姚沛岑 陳丹琳 

金甌女中 

浪跡天涯-走遍澎湖 羅運瑛 
詹雅淇  莊智晴  劉怡君  

王子昀 蔡璟芸 

Land嶼你 羅運瑛 
高紫軒  鄭又嘉  洪恩婕  

陳羽湘 

「琉」連忘返 與海共遊 蔡孟蒨 
邱鈺娟  蘇弘妤  葉庭華  

魏禹綺 

喬治商職 洄瀾鐵路之旅 賴映均 
徐欣儀  許蕎薆  林佩珊  

陳柏叡 

羅浮高中 
「平」凡的我，走去「溪」奇

的電影場景 
伍歆婷 

陳志育  黃靖凱  王詩喬  

李宜珍 

慈明高中 三鐵共 GO戀鏈青春山海情 張亦傑 
黃晶帷  劉亭萱  蘇宛蓁  

范宇容 蘇才芸 

家齊高中 南「橘」北「軹」 尹淑萍 
林映辰  呂心郁  陳瑞鳳  

楊潔昀 李侊諺 

蘇澳海事水產

學校 
澎然嶼心動 塗麗蓉 

宋政翰  高家萱  謝書嫣  

黃士宣 周思妘 

仁愛高農 鐵去"中"go 陳伊菁 游証瑜 陳雅芸 林佾咺 

嶺東高中 漫遊鄉村-鳴日啟程 徐瑋琳 陳婉瑜 黃雅蓁 項均安 

南強工商 「紅」運當「投」溫泉之旅 藍浩倫 
林羽綺  陳郡麟  安百珵  

呂𥡪薇 鄭妤葳 

穀保家商 

花東深軌遊三日 戴敏合 
徐晨皓  李明岳  洪詠淳  

顏劭綺 蔡睿澤 

騎天大聖·不採礦 戴敏合 
廖澤楷  李雅雯  衛紆媗  

陳芸安 謝天成 

聯絡人：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芳敏 老師 

TEL：02-29313416分機 2981      Email：fmliu@gm.cute.edu.tw 

地址：116-95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