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簡章

壹、計畫目的：本鄉「水上竹筏競賽」於 91年記載，今(110)年度邁入 20周年，為慶祝 20周

年慶，活動除舉辦竹筏直道競速 300M賽事外，新增水上竹筏拔河賽比賽，以延續傳

統並創新永續在地文化與運動特色，推銷本鄉觀光亮點景區，提供優質悠活空間，展

現安全水域運動魅力，特舉辦此活動。

貳、指導單位：臺東縣政府、體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參、主辦單位：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肆、承辦單位：救國團池上團委會

伍、贊助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除役及選址溝通中心

陸、協辦單位：池上鄉民代表會、池上鄉農會、財團法人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池上鄉各社區

村落及社團

柒、活動地點：臺東縣池上鄉大坡池國家濕地風景區

捌、活動時間：110年 6月 5日(六)～6月 6日(日)

玖、比賽時間預訂表：

日期 組別 賽別
6月 5日 全國組(鄉內隊、全國隊)、

國中傳承賽組

300M賽事

6月 6日 公開組 竹筏拔河賽程

拾、競賽日期、地點：

一、12人制全國邀請賽：110年 6月 5日(六)

比賽內容 時間 地點
報到 08:00-08:30 服務處
檢錄 09:20-09:30 大坡池水上碼頭

初賽(計時賽) 09:30-13:30 大坡池水上碼頭
前四強檢錄 15:00-15:10 大坡池水上碼頭
總決賽(PK賽) 15:10-16:30 大坡池水上碼頭

頒獎 17:00-17:30 水上碼頭舞台

二、 鄉內學生組竹筏傳承競賽：110年 6月 5日(六)

比賽內容 時間 地點
報到 13:00-13:30 服務處
檢錄 13:30-13:40 大坡池水上碼頭

比賽(計時賽) 13:40-15:00 大坡池水上碼頭
頒獎 17:00-17:30 水上碼頭舞台

三、 公開組(10      人制  )  竹筏拔河賽  ：110年 6月 6日(日)

比賽內容 時間 地點

報到 08:30-09:00 服務處

淘汰賽 09:00-11:30 水上碼頭(水上拔河場域)

總決賽 11:30-12:00 水上碼頭(水上拔河場域)

頒獎 12:00-12:30 水上碼頭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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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競賽項目：

一、12人制全國邀請賽

(一) 鄉內隊報名資格：

由本鄉各村長組隊報名參加，其隊員須設籍於本鄉的鄉民。每隊可報名 12~15

人(上限 15人)；領隊 1人(限村長)、隊員 12人、預備隊員 2 人，不分年齡、不

分男女；預計受理 10隊。(註：由村長組隊之隊伍，未進入總決賽者，可依鄉

內隊比賽計時成績名次獲得對應獎金。)

(二) 全國隊報名資格：

有興趣之民眾(含外籍人士)皆可組隊報名參加，每隊可報名 12~15人(上限 15

人)；領隊 1人、隊員 12人、預備隊員 2 人，不分年齡、不分男女；預計受理 20

隊為限。

二、鄉內學生組竹筏傳承競賽：

報名資格：本鄉池上國中每班至少組 1隊報名參加，每隊可報名 12~15人，領隊 1

人、隊員 12人、預備隊員 2 人，不分男女。

三、10人制竹筏拔河賽：

報名資格：有興趣之民眾(含外籍人士)皆可組隊報名參加，每隊可報名 10~13人

(至少需有 2名女子)；隊長 1人、隊員 10人、預備隊員 2 人；比賽時，每隊至少需

有 2名女子參賽始得比賽；預計受理 16隊為限。

拾貳、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2      日  (  三  )  ，下午      17:00      止  。

拾參、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未滿 18 歲參賽者須有法定監護人之同意及簽名，簽署並檢附「未成年選手法

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四)，確認同意出賽及活動規定。

二、出賽人員以報名表所列各人員為限，不得更替冒名，倘經檢錄或檢舉有前述情事

並查證屬實，取消該隊比賽及敘獎資格。

三、 同一類組不得跨隊比賽，各組人員不足時，不得臨時變換或增加隊員。

四、 須繳交紙本報名資料如下：

1. 竹筏 300M直道競速制報名表(如附件一) ；

2. 竹筏拔河報名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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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隊伍選手照片/證件黏貼表(如附件三)，以利本會製作識別證；

4. 未成年選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件四)。

5. 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附件五)，本表請於 110年 5月 25 起至 6月 4日前提供。

五、 參賽隊伍取得錄取資格後，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必需更換參賽選手，務必於 5

月 21日(五)前，提供更換人員名單與選手大頭照及其身分證件影本；抽籤會議後，

將不再做任何資料變更(錯字除外)。

六、 相關報名表件請至本所官網 https://www.cs.gov.tw/home/ 之訊息公告下載。

七、 本競賽活動依本所核定投保意外險，請各報名隊伍務必確認報名資料所填資

訊正確無誤，倘涉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人員及團體報名人員自行負責。

拾肆、 報名方式：

一、 親自報名：請攜帶報名表件等相關資料至本所(臺東縣池上鄉福原村中山路

101 號)辦理報名。

二、 網路報名：於報名期間內 e-mail: 089862041cs@gmail.com 報名。

三、 郵寄報名：於報名期間內(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本所辦理報名，地址：臺東縣池

上鄉福原村中山路 101 號。

拾伍、 參賽資格錄取方式：

一、 以各團體所送文件完整性及收受報名時間進行篩選及審查，於 110年 5月 14

日（五）中午 12點以前以電話聯繫報名結果並寄發通知單。

二、 各報名團體若未於 110年 5月 14日（五）中午 12點前收到確認訊息，請自行

來電詢問相關報名錄取事宜(臺東縣池上鄉公所：(089)862041分機 158），以維護

自行權益。

三、 有關報名及錄取事宜，大會保有決定及變更之權。

拾陸、 獎金及贈品：

一、12人制全國邀請賽

組別 名次 隊數 獎金/獎牌(備註)

全國組

第一名 1隊 獎金 5 萬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二名 1隊 獎金 3 萬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三名 1隊 獎金 2 萬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四名 1隊 獎金 1 萬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鄉內隊
(限本鄉村長帶

計時第一名 1隊 獎金 8,800 元
計時第二名 1隊 獎金 7,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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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之隊伍)
計時第三名 1隊 獎金 6,000 元
參加獎 7隊 獎金 4,000 元

1、 全國參賽隊伍每隊 15 張百元兌換劵、便當券 15 張及紀念毛巾 15 條。

2、 鄉內隊與全國隊混合競賽，惟鄉內隊(村長帶隊之隊伍)未進入總決賽者，
可依鄉內隊比賽計時成績名次獲得對應獎金。

二、 鄉內學生組竹筏傳承賽

名次 隊數 獎金/獎牌
第一名 3隊 獎金 3,500 元及獎牌(獎盃一座)
第二名 3隊 獎金 2,500 元及獎牌(獎盃一座)
第三名 3隊 獎金 1,500 元及獎牌(獎盃一座)

1、依同年級比賽計時秒數，分別列出該年級前三名

2、傳承賽隊伍每隊贈送每隊 15 張百元兌換劵、便當券 15 張及紀念毛巾 15 條。

三、10人制竹筏拔河賽

名次 隊數 獎金/獎牌
第一名 1隊 獎金 8,500 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二名 1隊 獎金 6,500 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三名 1隊 獎金 5,000 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第四名 1隊 獎金 4,000 元及獎牌(選手各一面)
參加獎 12隊 獎金 1,000 元

拔河賽隊伍每隊贈送每隊 13 張百元兌換劵、便當券 13 張及紀念毛巾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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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 競賽規則：比賽方式為一次兩組隊伍同時進行競賽。

一、 12人制全國邀請賽

(一) 全國賽初賽：110年 6月 5日(六)，上午 09:30 起至 13:30，採計時賽，取前四

強進入全國總決賽。

(二) 總決賽：110年 6月 5日(六)，下午 15:00開始檢錄，比賽時間下午 15：10 至

16：30，採 PK制，落入敗部二隊爭取全國賽季殿軍，獲勝二隊爭奪全國賽

冠亞軍。

二、 鄉內學生組竹筏傳承競賽：

110年 6月 5日(六)下午 13:30 起至 15:00，採計時賽，一次兩隊競賽，依抵達終點

時間排列年級班級名次。

三、 公開組 10人制竹筏拔河賽

(一) 淘汰賽：110年 6月 6日(日)，上午 09:00 起至 11:30，採淘汰制(一戰決勝負)，

前四強進入總決賽。

(二) 總決賽：110年 6月 6日(日)，上午 11:30開始檢錄，比賽時間上午 11：40 至

12：00，採淘汰制(三戰二勝)，落入敗部二隊爭取季/殿軍，獲勝二隊爭冠/亞

軍。

四、 比賽注意事項：

(一) 抽籤會議：本所於 110年 5月 22日(六)上午 9:00於大坡池北側臨時碼頭進行

各項賽事隊伍(水上竹筏競賽與竹筏拔河賽比賽)順序抽籤，未準時到達參與抽

籤隊伍，由本所代抽序位，不得異議(不另行通知)。

(二) 參賽隊伍需於大會比賽檢錄前 30分鐘抵達檢錄處做準備。檢錄時，唱名三次

未到隊伍喪失資格。

(三) 隊伍所使用之划槳及竹筏一律由大會供應及分配。隊伍一律穿著救生衣始得出

賽，可自備或穿著主辦單位提供之救生衣。

(四) 槳手划槳方式一律採行坐姿，改變姿勢划槳判該場失敗。舵手姿勢不限。

(五) 如遇兩艘竹筏相撞，裁判長有權取消在事件犯規船隻的比賽資格。被撞船隻隊

伍，裁判長可安排該隊重新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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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每艘船隻應於起點線出發，沿著賽道滑向終點，如任何一艘比賽船隻超越兩

賽道之中央界線，則取消犯規隊伍比賽資格。

(七) 爭議事件應於該場次賽畢，成績宣布後 30分鐘內(超過 30分鐘後提出，大會

不予受理)，由領隊以書面敘明事由，並簽名蓋章另附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

向大會競賽組提出，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不予發還，依規定繳庫。

(八) 其餘規定詳見選手秩序冊，秩序冊(競賽規則、賽制)將於本所網站公布，或於

比賽前一日張貼公布於本鄉大坡池競賽活動組檢錄區。

拾捌、 開放「12人制全國邀請賽」練習時段

一、 本(110)年度水上活動開放「12人制全國邀請賽」隊伍練習時段如下，每組練習

時間限 30分鐘，練習期間須自行投保意外險，並於報名時一併預約登記，始得辦

理。

時間
日期

上午時段 下午時段 地點

110年 5月 15日(星期六) 9:00 至 12:00 13:00 至 16:00 北側臨時碼頭

110年 5月 16日(星期日) 9:00 至 12:00 13:00 至 16:00 北側臨時碼頭

110年 5月 22日(星期六) 9:00 至 12:00 13:00 至 16:00 北側臨時碼頭

110年 5月 23日(星期日) 9:00 至 12:00 13:00 至 16:00 北側臨時碼頭

註：因本(110)年度水上碼頭整建，預計於 5月底始完工，故練習場域移置北側臨時碼頭，臨時水道

採南北向練習；正式比賽恢復於水上碼頭進行，水域賽道為東西向。

二、 各時段僅開放 1組練習，如同一時段有超過 1組人員登記預約，本所將依報

名順序調整練習時間，敬請見諒。

三、 如遇天候不佳等因素，本活動需延期或停辦，本所將於活動前 2日於本所官

網公告，恕不另行通知。

拾玖、 安全注意事項：

一、 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參加競賽，法定監護人與未成年人請於附件三之簽名欄

同欄位內，各自簽名以確認詳細閱讀過本競賽活動之說明與相關規定，並檢附「未

成年選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四)，確認同意出賽及活動相關規定。本所將

依書面完整性及填寫要件審查，請參賽人員及團體報名人員不得偽造或虛報，倘

涉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人員及團體報名人員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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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項競賽為水上活動，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及救援之難度， 欲報名參加者，如

身體有重大疾病者（如心臟病、血管疾病、癲癇病、氣喘等）或其他不適於水上活

動者，請勿報名參加競賽，亦不得隱瞞不告知而參加競賽，請參賽人員及團體報

名人員不得偽造或虛報，倘涉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人員及團體報名人員自行負責。

三、 本競賽活動依本所核定投保意外險，保險內容設有最低自付金額及最高理賠

金額，本所於競賽活動前一日在競賽場地或競賽活動前一周在本所網站公布投保

書件，請各參賽人參閱，倘有需補充或加強之參賽者請自行洽各保險公司投保。

貳拾、 防疫須知:

一、 為確保所有參賽與會者健康，敬請所有與會者遵守大會規範，一起共同防疫。

二、 進入會場請配戴口罩。

三、 遵循防疫動線安排經過體溫檢測站會場規劃有體溫檢測站，將實施體溫測量

與酒精消毒。若有體溫高出 37.5°C者，會先引導至隔離區休息。如體溫仍超過

37.5°C，大會人員將交給醫護單位做相關後續安置以及動向勸導安排，大會有權

拒絕該選手/人員參與活動。配合防疫請維持社交距離一公尺，若無法維持皆應配

戴口罩。

貳拾壹、 其他

一、 若遇天候不佳、颱風來襲或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範，將透過本所

官網或 FB臉書粉絲專網平台公告活動延期或停辦資訊。

二、 本所保有對競賽活動相關之規則變更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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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遇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活動服務專線：池上鄉公所 089-

862041（AM8：00－PM17：30） 聯絡窗口: 089-862041#158高先生，傳真電話

089-864705。

貳拾貳、 本簡章如有未詳盡或需補漏者得由本所於競賽活動前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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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300M直道競速-報名表
參賽組別 □竹筏競賽 12人制全國邀請賽；□池上國中竹筏傳承賽

團體名稱 隊伍救身衣 □自備；□主辦單位提供

領隊姓名 領隊手機

領隊 email LineID

選手資料

編號 姓名 性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領隊

參加者如有未成

年，需填寫附件

四「未成年選手

法定代理人同意

書」。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預備員 1

預備員 2

1、以上成員便當：□葷食          個；□素食         個。

2、是否預約竹筏練習：□是，□否。

預約練習時段：

5月 15日(六)：□上午、□下午；時間： 5月 22日(六)：□上午、□下午；時間：

5月 16日(日)：□上午、□下午；時間： 5月 23日(日)：□上午、□下午；時間：

團體參賽自願書

本團體                                   共          人，報名參加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保證每位選手身心健康，

無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癲癇症氣喘等狀況，自願參加比賽。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願負全責，概與辦理

單位無關。

領隊(負責人)：

                                                                         (簽章)

備註：本表格需經領隊親筆簽章後傳真(Fax:089-864705)、掃描電子檔 e-mail 至 089862041cs@gmail.com信箱或親送本所。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一(300M直道競賽表名表)-1

附件一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竹筏拔河-報名表
參賽組別 10人制竹筏拔河賽

團體名稱 隊伍救身衣 □自備；□主辦單位提供

領隊姓名 領隊手機

領隊 email LineID

選手資料

編號 姓名 性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領隊

1、須有 2名女子

參賽始得比

賽，不得為預

備員。

2、參加者如有未

成年，需填寫

附件四「未成

年選手法定代

理 人 同 意

書 」。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預備員 1

預備員 2

以上成員便當：□葷食          個；□素食         個。

團體參賽自願書

本團體                                   共          人，報名參加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保證每位選手身心健康，

無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癲癇症氣喘等狀況，自願參加比賽。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願負全責，概與辦理

單位無關。

領隊(負責人)：

                                                                         (簽章)

備註：本表格需經領隊親筆簽章後傳真(Fax:089-864705)、掃描電子檔 e-mail 至 089862041cs@gmail.com信箱或親送本所。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二(竹筏拔河表名表)-1

附件二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隊伍選手照片/證件黏貼表

參賽組別 □竹筏競賽 12人制全國邀請賽；□池上國中竹筏傳承賽；□10人制竹筏拔河賽

隊名：

隊員照片(大頭照須提供足以辨別為本人之清晰照片一張)
領隊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1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2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3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4 姓名：

附件三(照片/證件黏貼表)-1

附件三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隊伍選手照片/證件黏貼表

參賽組別 □竹筏競賽 12人制全國邀請賽；□池上國中竹筏傳承賽；□10人制竹筏拔河賽
隊名：

隊員照片(大頭照須提供足以辨別為本人之清晰照片一張)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5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6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7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8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附件三(照片/證件黏貼表)-2

附件三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隊伍選手照片/證件黏貼表

參賽組別 □竹筏競賽 12人制全國邀請賽；□池上國中竹筏傳承賽；□10人制竹筏拔河賽
隊名：

隊員照片(大頭照須提供足以辨別為本人之清晰照片一張)
隊員 9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10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11 姓名：                                             (拔河賽勿填)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隊員 12 姓名：                                             (拔河賽勿填)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預備員 1 姓名：

附件三(照片/證件黏貼表)-3

附件三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賽制
隊伍選手照片/證件黏貼表

參賽組別 □竹筏競賽 12人制全國邀請賽；□池上國中竹筏傳承賽；□10人制竹筏拔河賽
隊名：

隊員照片(大頭照須提供足以辨別為本人之清晰照片一張)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預備員 1 姓名：

大頭照(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浮貼處)

領隊(負責人)：

                                                                               (簽章)

備註：本表格與附件一報名表，一併郵寄或親送本所。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三(照片/證件黏貼表)-4

附件三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辦理「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各類竹筏競賽」

未成年選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立書同意人為未成年人                   (  參賽者姓名  )  之法定代理人（□父母□監護人），謹

以立本同意                   (  參賽者姓名  )  參加「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

筏競賽、□竹筏拔河賽，並了解且遵循下列事項：

一、立同意書人在完全知悉本活動具有潛在風險性並了解本賽視為劇烈運動競賽

之情況下，仍同意未成年人參加。

二、立同意書人保證未成年人具備水域安全知識及游泳能力。

三、立同意書人以詳閱「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簡章(含附

件)之內容，並在完全了解內容後，親自簽立本同意書，以示負責。

四、本同意書內容均真實無誤；若有不實造假冒名及任何違法之處，願意承擔一

切後果及法律上之責任。

本人了解以下所填之個人資料，係供「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活

動執行單位為聯絡與證明之用。

參賽者

姓名：                         (  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或手機：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姓名：                    (  簽名  /  蓋章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或手機：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四-未成年選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1

附件四





2021悠活池上─米鄉竹筏季系列活動竹筏競賽
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

隊伍名稱：

編號 姓名 手機 地址

過去 14天是否發

燒、咳嗽或呼吸急

促症狀?

過去 14天是否

有出國?

是 否
是

(國家)
否

領隊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選手 4

選手 5

選手 6

選手 7

選手 8

選手 9

選手 10

選手 11

選手 12

預備 1

預備 2

領隊(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五-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1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為因應疫情防疫需要請各隊伍於 110      年      6      月      4      日  (五)前 
填妥本表並寄送(或以電子郵件、傳真等方式)繳回本所。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