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金峰生活 STYLE』99 情人愛戀洛神活動報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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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月光音樂祭
活動時間：2022 年 10 月 29 日(六)下午 3 點－9 點
活動地點：東縣金峰鄉嘉蘭溫泉公園
峰美食｜音樂市集｜打卡送好禮｜滿額禮
金峰鄉嘉蘭村溫泉資源豐富，於嘉蘭溫泉公園辦理月光音樂祭活動，推廣金峰鄉農特產品、
手工藝品以及周邊溫泉產業，可以一邊泡腳，一邊聽歌，一邊觀賞星空，一邊購買金峰鄉
特產。
電輔自行車低碳遊程
配合溫泉市集音樂祭，本鄉推出電輔自行車低碳遊程，藉由電輔自行車暢遊金峰鄉正興村、
新興村與嘉蘭村。徜徉在金峰鄉幽靜自然與生態的環境中。

99 情人愛戀洛神【一捅天下 9】
活動時間：2022 年 11 月 5 日(六)早上 8 點－下午 5 點
活動地點：正興村-霎時客站旁空地
費用：每人 100 元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TFX4iuDYFJXmQfGVA
花海｜洛神迷宮｜打卡送好禮｜滿額禮
舉行超過 20 年的「捅洛神」活動，是金峰鄉一年一度的年度大事，每到 11 月洛神花出產
的季節，金峰鄉各部落的婦女全村動員，期望藉由捅洛神的活動，寓教於樂推廣本鄉農產
業及文化特色。捅洛神比賽人數有限，請預先報名。
99 情人愛戀洛神【闖關活動】
活動時間：2022 年 11 月 5 日(六)早上 8 點－下午 5 點
活動地點：正興村-霎時客站旁空地
費用：免費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LDaSpqKu1ADEQ7q9 限 99 組報名，一組 2 人(不限情侶，
家庭、朋友皆可)
洛神花除了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之外，也代表金峰鄉「紅金寶」的寶，為金峰鄉排灣族的
「紅寶石」，期望為金峰鄉帶來寧靜，希望，信仰。本次活動預計號召 99 對情侶，一起來
體驗洛神趣味活動，希望藉由洛神花的帶有希望含義，祝福前來體驗的 99 對情侶，並留下
深刻的情感回憶。

陸、參加資格與報名組別：
項目

競賽
獎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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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人數

機關組

3名

不限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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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組，請即早完成網路報名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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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名

不限年齡

1.邀請 99 對情侶及夫妻報名，請及早網路完成報
名手續。
2.現場單身報名者將隨機配對參加活動。

99 情人
愛戀洛神
【闖關活動】

資格

報名組數
1.各組別限額 16 組，請即早完成網路報名參續。
2.現場報名者，將視賽程表場次空缺排入參賽。

柒、競賽規則與活動流程：
一、競賽規劃:

項目

競賽獎金組

組別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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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成績退賽。
4.統一使用大會提供之捅花工具。

高手組

【一捅天下 9】

新手組
個人組

99 情人愛戀洛神
【闖關活動】
頂上功夫
99 情人
愛戀洛神花採收體驗

迷宮尋寶

規則
2 人輪流以頭頂 10 公斤洛神花方式接力。
(一梯次 5 組進行，共 17 梯次，每梯次 5 分鐘，共約 85 分鐘)
男性負責採收洛神花，之後交由女性捅洛神花，限時 5 分鐘，採限時計朵，如數
量相同計算重量。
(一梯次 5 組進行，共 17 梯次，每梯次 5 分鐘，共約 85 分鐘)
99 對情侶分成 2 組，進到洛神迷宮中，尋找指定物品，並計算數量。(1 梯次 89 對情侶，共 12 梯次，每梯次 7 分鐘，共約 84 分鐘)

二、初步規劃流程

參考時間

內容說明

08:00-08:30

參賽者報到及檢錄

08:30-08:50

鄉長及貴賓上台致詞

08:50-09:05

開場表演(公所開場)/競賽場地整理

09:05-11:30

捅花競賽

11:30-12:00

競賽成績公佈與頒獎

12:00-13:15

場地整理/午餐休息

13:15-13:30

闖關者報到及檢錄

13:30-14:30
14:30-15:30

闖關活動

15:30-16:30
16:30-16:45

闖關紀念拍照與贈送紀念品

16:45-17:00

斌哥&思奈樂團表演

備註

捅花體驗
09:30
10:30
11:30
14:00
15:00
16:00

熱氣球繫留
搭乘體驗
(上下午各一場，
依天氣狀況進行)
提供熱氣球單位：
臺東縣政府交觀處

捌、報名辦法:

【一捅天下 9】網路報名：

請至 https://forms.gle/TFX4iuDYFJXmQfG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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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專線：
電話 07-3415908
傳真 07-3415906
報名費用：
每人 100 元
轉帳資料：
彰化銀行代碼:【009】左營分行
帳號:【82518-603197500】
QR Code
戶名:【光世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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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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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情人.愛戀洛神趣味闖關活動網路報名：
請至 https://forms.gle/FLDaSpqKu1ADEQ7q9
登錄報名資訊，並來電確認本公司收受報名表。
服務專線：
電話 07-3415908
傳真 07-3415906
報名資格:
活動以 2 人為一小組，若以個人報名者則將與其他個人報名者配對進行活動。
報名費用：免費

玖、活動獎勵：
競賽別

組別

競賽獎品&獎金
第一名 4,000 元、獎狀 1 張

新手組

第二名 3,000 元、獎狀 1 張
第三名 2,000 元、獎狀 1 張
第一名 7,000 元、獎狀 1 張

競賽獎金隊伍組

機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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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6,000 元、獎狀 1 張
第三名 5,000 元、獎狀 1 張
破大會紀錄，獎金 50.00 元
第一名 7,000 元、獎狀 1 張

高手組

第二名 6,000 元、獎狀 1 張
第三名 5,000 元、獎狀 1 張
破大會紀錄，獎金 50.00 元
第一名 3,000 元、獎狀 1 張

競賽獎金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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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

第二名 2,000 元、獎狀 1 張
第三名 1,000 元、獎狀 1 張

拾、注意事項：
一、成績及頒獎於 111 年 11 月 05 日(六)下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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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郁（ AM09:00PM18:00 ）。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權宜宣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