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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函

機關地址：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

號4樓

承辦單位：觀光發展科

承辦人：謝金河

電話：07-2155100#8303

傳真：07-2153908
受文者：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高市觀發字第10231801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比賽辦法乙份

主旨︰為籌辦「2014高雄內門宋江陣」系列活動之全國大專院校創

　　　意宋江陣頭大賽，惠請 貴校鼓勵社團、學生踴躍組隊參加比

　　　賽，請 查照。

說明：

　一、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自民國90年起至102年已連續舉辦13年

　　　，為傳承暨發揚台灣本土藝陣文化並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本府賡續規劃辦理「2014高雄內門宋江陣」系列活動，並

　　　預訂於明(103)年3月8日至3月19日於本市內門區內門紫竹

　　　寺辦理。

　二、旨揭系列活動之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初賽訂於明

　　　(103)年3月8日及3月9日、決賽訂於3月15日舉行，報名參

　　　賽隊伍之參賽補助及獎金說明如下：

　　(一)補助款:每隊至多可補助新台幣10萬元之參賽補助款，

　　　　中、北、東部參賽隊伍另有交通補助，比賽期間食宿由本

　　　　局及承辦廟宇負責。

　　(二)獎金: 第一名新台幣60萬元、第二名新台幣40萬元、第

　　　　三名新台幣25萬元、優勝2名各新台幣10萬元、特殊獎項

　　　　3名各新台幣5萬元。(本局得視明年度預算核定結果、實

　　　　際報名情況增減獎項)

　　(三)宋江陣教練：新參賽學校可洽本局協助推薦宋江陣教練

　　　　教授事宜。

　三、特函邀請 貴校共襄盛舉，鼓勵學生踴躍組隊參加比賽。

　四、檢附比賽辦法乙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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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國防大學、大同大學、中原大學、中華大學、玄奘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

大學、長庚大學、真理大學、淡江大學、開南大學、實踐大學、輔仁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嘉義

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空中大學、海軍軍官學校、大葉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元智大學、佛光大學、東吳大學、長榮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逢甲大學、慈濟學校

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銘傳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

立高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體育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世新大學、亞洲大學、東海大學、南華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

學、台灣首府大學、靜宜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大仁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

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中州學校

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

達商業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

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建國科

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僑光科

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修平學

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國

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大同技術學院、文藻外語學院、東方學

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馬偕醫學院、高鳳數位內容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德霖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臺北

市立體育學院、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空軍航空技術學

院、致理技術學院、崇右技術學院、興國管理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黎明技術

學院、法鼓佛教學院、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大漢技術學院、永達技術學院、和

春技術學院、南榮技術學院、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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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

吾科技大學、陸軍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康

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本：本局觀光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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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 
《比賽辦法》 

 

壹、辦理單位：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貳、活動比賽時間、地點：  

一、時間：初賽 103 年 3 月 8、9日，決賽 103 年 3 月 15 日 

二、地點：初、決賽地點均在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紫竹寺 

参、參賽資格 

全國大專院校(含附設高中部)學生，不限科系、性別，只要有膽識、有創

意、勇於傳承創新，每隊至少 20 人組團，即可報名參加。 

肆、評分標準 

傳統與創新並重，鼓勵將傳統宋江陣法融入時代新元素，大膽組合各種陣

式、舞蹈、功夫、音樂、劇本等等自由創意因素，展現新世代宋江潮風精

神，讓創意陣頭，自在展現時代精神，正式起飛。 

一、 基礎宋江功夫與陣法-35% 

二、 發揚與創新自我風格-35% 

三、 造型(含服裝、彩妝、配飾等)及道具-20% 

四、 音樂 5% 

五、 團隊精神 5% 

註：比賽時間 20 至 25 分鐘。 

為配合評審委員行程，初、決賽評審可能部份不同。 

以上評分標準暫定，若有變動，以裁判會議之決議為評分標準。 

  

伍、報名時間、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3 年 1 月 15 日止。 

二、受理報名方式如下： 

    填寫報名表後，依下列方式之一報名： 

(報名表可至高雄市政府觀光局索取，或電話索取，或至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網站下載，請參加團隊了解參與方式，再填寫相關資料及完成報名手續) 

(一)e-mail 報名: 

填好報名表格，email 至承辦單位信箱(chinho@kcg.gov.tw) (email 後

煩請來電確認，電話:07-2155100#8303 或 0923-102856 謝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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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真報名: 

將報名表傳真至承辦單位（傳真：07-2153908 謝金河）(傳真後煩請來

電確認，電話:07-2155100#8303 或 0923-102856 謝金河)。 

(三)親至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報名：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觀光發展科。(高雄市前金區中正四路 235 號 4 樓) 

洽詢電話：07-2155100#8303 或 0923-102856 謝金河。 

 三、若報名隊伍超過 12 隊時，將由承辦單位就報名隊伍歷年參賽表現或報名

隊伍所提計畫書予以審查後，擇優選擇 12 隊參加初賽。 

陸、參賽補助及相關事項 

一、補助款: 每隊至多可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之參賽補助款(中、北、東部

參賽隊伍另有交通補助)，比賽期間食宿由承辦單位及承辦廟

宇負責。 

   註：補助款須使用於訓練或比賽之相關支出，如：購買(或租用)道具、

服裝、租車費用、訓練期間便當及礦泉水等相關支出，須檢附原始

憑證(如發票、收據、領據)核銷。 

二、 獎金:  

第一名: 新台幣 60 萬元 

第二名: 新台幣 40 萬元 
第三名: 新台幣 25 萬元 

優勝 2名各新台幣 10 萬元 

特殊獎項 3 名各新台幣 5萬元 

(承辦單位得視實際報名情況增減獎項) 

    三、師資協助:若參賽隊伍需聘請宋江陣師父指導，承辦單位可代為推薦師

資。 

     四、決賽第一名及第二名隊伍表演義務： 

決賽第一名及第二名隊伍需在 103 年 3 月 16 日於承辦廟宇內門紫竹 

寺義務表演一場，食宿由承辦單位及承辦廟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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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報名表》 

隊名  學校∕單位  

指導老師  聯絡電話 （M） 

隊長∕聯絡人  聯絡電話 （M） 

聯絡地址  

E-MAIL  

□ 我們已經詳細閱讀過比賽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來參與活動。 

序號 科系、社團 姓名 序號 科系、社團 姓名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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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報名表》 

隊名  學校∕單位  

指導老師  聯絡電話 （M） 

隊長∕聯絡人  聯絡電話 （M） 

聯絡地址  

E-MAIL  

□ 我們已經詳細閱讀過比賽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來參與活動。 

序號 科系、社團 姓名 序號 科系、社團 姓名 

41   61   

42   62   

43   63   

44   64   

45   65   

46   66   

47   67   

48   68   

49   69   

50   70   

51   71   

52   72   

53   73   

54   74   

55   75   

56   76   

57   77   

58   78   

59   79   

60   80   

＊ 報名表若不敷使用，請自行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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