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紅金寶系列活動-「一捅天下8」
壹、 活動目的：

　　十月至十一月為洛神花盛開時節，金峰鄉公所辦理洛神花季系列活動，

以傳達金峰農民富有人情味，齊心力採收洛神花「換工」農耕方式，續以

『捅花競賽』趣味方式辦理「一捅天下捅洛神花」競賽活動，期望透過寓教

於樂推廣本鄉農產業及文化特色，提供民眾休閒體驗樂趣。

貳、 主辦單位：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參、 指導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臺東縣政府、臺東縣議會、臺東縣金峰鄉民代表會

肆、 協辦單位：

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金峰分駐所、金峰衛生所、本鄉各村辦公處、社區

發展協會、農事產銷班、國民中小學、手工藝坊

伍、 活動資訊：

一、 活動時間：110年 11月 06日( 星期六 ) 上午09:00-17:00

二、 活動地點：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小米學堂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0年 10月 24日(星期日)止。

陸、 參加資格與報名組別：

一、 參加資格：

1. 體驗捅花組-親子體驗組，須有1位12歲以下兒童參賽。

2. 競賽獎金組-機關組，不限年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3. 競賽獎金組-高手組，不限年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4. 競賽獎金組-新手組，不限年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 註:金峰鄉鄉民不可報名捅花新手組參賽，如經舉發屬實，將不記成績退

賽 )。

5. 競賽獎金組-個人賽組，不限年齡均可報名參加。

二、 報名組別：

1. 體驗捅花組：

競賽別 組別 人數 資格 報名組數

體驗捅花組 親子體 3名 須有一位12 1.各組別限額32組，請即早



驗組
歲以下兒童

參賽

完成網路報名參賽手續。

2.現場報名者，將視賽程表

場次空缺排入參賽。

2. 現場報名者，將視賽程表場

競賽別 組別 人數 資格 報名組數

競賽獎

金組

機關組 3名 不限年齡
1.各組別限額32組，請即早

完成網路報名參賽手續。

2.現場報名者，將視賽程表

場次空缺排入參賽。
高手組 3名 不限年齡

新手組 3名

不限年齡

註:金峰鄉鄉民不

可參賽本組別，

如經舉發屬實，

將不計成績退賽。

1.各組別限額32組，請即早

完成網路報名參賽手續。

2.現場報名者，將視賽程表

場次空缺排入參賽。

個人組 1名 不限年齡

1.依報名時間排定參賽順序。

2.現場報名者，依現場賽程

表空缺排入參賽。

柒、 活動流程與競賽規則：

一、 競賽規則：

競賽別 組別 規則

體驗捅花組
親子體

驗組

1. 每場次2組進行競賽，限時3分鐘，採限時計

朵。

2. 當日公告前五名英雄榜成績，以英雄榜成績前

五名為獎勵隊伍。

競賽獎金組

機關組 1.每場次2組進行競賽，限時3分鐘，採限時計朵。

2.當日公告前五名英雄榜成績，以英雄榜成績前

五名為獎勵隊伍。

3.凡金峰鄉鄉民不可報名參賽新手組，如經舉發

屬實，將不記成績退賽。

高手組

新手組

個人組

二、 初步規劃流程：



競賽活動流程

參考時間 內容說明

09:00~09:30 參賽者報到及檢錄

09:30~09:30
開場表演
水精靈民俗舞蹈團

09:40~10:00 鄉長及貴賓上台致詞

10:00~10:05 表演欣賞/競賽場地整理

10:05~11:05 捅花競賽

11:05~11:15 表演欣賞/競賽場地整理

11:15~12:15 捅花競賽

12:15~13:30 午餐休息

13:30~13:45 參賽者報到及檢錄

13:45~14:45 捅花競賽

14:45~14:55 表演欣賞/競賽場地整理

14:55~15:55 捅花競賽

15:55~16:20 捅花競賽成績計算/競賽場地整理

16:20~17:00 成績公佈及頒獎典禮

三、 競賽時間：110年 11月 06日( 星期六 ) 上午10:00-16:00

競賽別 組別 時間 競賽順序 競賽規則

體驗捅花組
親子體

驗組

10：00

∣

16：00

1.依報名時間排定

參賽順序。

2.現場報名者，依

現場賽程表空缺排

入參賽。

1.採限時3分鐘，採

限時計朵。

2.隨時更新前五名英

雄榜。

3.統一使用大會提供

之捅花工具。

競賽獎金組
機關組

10：00

∣

16：00

1.10/26( 一 )公

開抽籤排定競賽順

序。

2.現場報名者，依

1.採限時3分鐘，採

限時計朵。

2.隨時更新前五名英

雄榜。
高手組



現場賽程表空缺排

入參賽。

3.現場報名者，依

現場賽程表空缺排

入參賽。

3.統一使用大會提供

之捅花工具。新手組

個人組

捌、 報名辦法：

一、 網路報名：

請至 https://forms.gle/zwETc5ytmZFymaib6登錄報名資訊，繳款單據傳真

或於網路報名表上傳，並來電確認本公司收受報名表。

二、 服務專線：

電話 07-3415908，呂先生

傳真 07-3415906

三、 報名費用：

每人100元

四、 轉帳資料：

彰化銀行代碼:【009】左營分行

帳號:【82518-603197500】

戶名:【光世企業有限公司】

五、 辦理退費：

本活動除因不可抗力之情事停止辦理退費外，一概不受理退費，退費統一於

110年 11月 30日前辦理，退費將扣除匯款手續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請同意以上規範再行報名，謝謝!

玖、 活動獎勵：

競賽別 組別 參賽紀念品 競賽獎品或獎金

體 驗 捅

花組

親子體

驗組
100元活動消費卷 前五名頒發證書、紅金寶特色商品

競 賽 獎

金 隊 伍

組

新手組 150元活動消費卷

洛神花紀念品 3組

第一名5,000元、獎座乙面

第二名4,000元、獎座乙面

第三名3,000元、獎座乙面

第四名2,000元、獎座乙面

第五名1,000元、獎座乙面



機關組

150元活動消費卷

洛神花紀念品 3組

第一名8,000元、獎座乙面

第二名6,000元、獎座乙面

第三名5,000元、獎座乙面

第四名4,000元、獎座乙面

第五名3,000元、獎座乙面

破大會紀錄 獎金5,000元

高手組

150元活動消費卷

洛神花紀念品 3組

第一名8,000元、獎座乙面

第二名6,000元、獎座乙面

第三名5,000元、獎座乙面

第四名4,000元、獎座乙面

第五名3,000元、獎座乙面

破大會紀錄 獎金5,000元

競 賽 獎

金 個 人

組

個人組
50元活動消費卷

洛神花紀念品 1組

第一名3,000元、獎座乙面

第二名2,500元、獎座乙面

第三名2,000元、獎座乙面

第四名1,500元、獎座乙面

第五名1,000元、獎座乙面

拾、 注意事項：

一、 成績及頒獎於110年 11月 06日（ 六 ）下午16時舉行，優勝之隊伍

須有參與競賽之人員出席領獎，若未出席頒獎典禮，主辦單位將取消得獎

資格。

二、 本活動競賽用器具為求公平、公正、公開，由本所提供競賽用之捅花

器具，不得自行攜帶參賽。

三、 最新活動消息請隨時注意活動官網之公告，並以官網公告為準，官網

網址https://forms.gle/zwETc5ytmZFymaib6

四、 本所保有對競賽活動相關規則變更權利及本計畫各名詞之最終解釋，



請參加本競賽活動者務必遵守活動相關規定。

五、 如遇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活動服務專線：電話：07-3415908、呂

金龍（ AM09:00-PM18:00 ）。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權宜宣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