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六堆祈福尖炮城暨全國客家日祈福活動 

賽事規則 

一、緣起 

「攻炮城」客語叫「尖炮城」，在客家傳統民俗活動中，是一項

很特殊的活動，這項活動不但需靠隊員們的團結，更要有膽識、機

智、勇氣與力量的結合，透過尖炮城這項活動可以回溯到先民之義

勇精神，所以有必要將之發揚光大。 

二、目的 

 (1)保留固有客家文化，推展創意激發思維。 

 (2)傳承原有民間習俗，推動良好傳統活動。 

 (3)結合民眾共同意識，凝聚團結合作精神。 

 (4)達到與民同樂目標，促進親子共參目的。 

三、競賽地點 

    屏東縣立運動公園(3 月 3 日) 

四、競賽日期、時間 

    (1)競賽日期：107 年 3 月 3 日 

    (2)競賽時間：詳細競賽時間請詳閱比賽日期時間表 

五、競賽辦法 

（一）全家福闖關尖炮城 

    1、目的：為讓全家大小一同參與，且能促進親子關係而設計活

動，活動以趣味闖關來串聯，期能帶給家庭歡樂、社會祥和。 

    2、參加方式： 

      (1)組隊方式：由自家或親友家共同組成一隊。一組之中至少

一位 16 歲以下學生(91.3.3 以後出生者)，全隊人數為 2-5 

人。 

      (2) 採現場報名，3 月 3 日上下午各錄取 60 隊(並以報名先後

次序依序錄取)。 



    3、辦理內容： 

      (1)闖關方式：共四關，可重複闖關直到過關為止。 

        A.第一關：伯公祈福~祈福橋擲聖筊 

        B.第二關：盤花 DIY 

        C.第三關：轟天雷炮城~每隊 5 發球，將球置於大彈弓上，

向前方炮籠發射，中一發即可過關，須由兒童操控發射。 

        D.第四關：沙包尖炮城~每隊 10 個沙包，投中炮籠三發即

過關。由孩童投擲，成人協助。 

      (2)全部過關隊伍頒贈獎品一份，成員中若有國小六年級以下 

        兒童可取得沙包尖炮城競賽報名資格表一張。 

（二）牛刀小試-尖炮城體驗 

    1、目的：牛刀小試可讓來參觀卻未報名參賽的鄉親體驗尖炮城 

       的趣味。 

    2、參加方式 

      (1)一人一隊-13 歲(國中生)以上方可報名，報名隊數各限 60

隊。 

      (2)第一梯次報名時間為 13 時 30 分前，第二梯次報名時間為 

14 時 30 分前(採現場報名，以報名先後擇取前 60 隊)。 

    3、辦理內容：徒手丟擲，體驗順序依報名先後進行。  

（三）盤花競賽 

    1、目的：爲讓民眾透過體驗盤花製作與競賽，以此活動讓更多

人認識客家文化之美。 

    2、參加方式 

     (1)比賽分成傳統盤花組（2 人為一隊）、創意盤花組（個人）及

兒童創意盤花組（個人）等三組，採賽前網路報名，每組以

報名先後擇取傳統盤花組 50 隊，創意盤花組及兒童創意盤

花組各 30 隊。 



     (2)兒童創意盤花組限 12 歲以下（含 12 歲，未滿 13 歲）。 

    3、辦理內容： 

     (1)傳統盤花組：以自家庭院種植之傳統盤花花材為主，購買花

材為輔。花材由參賽者自行準備，主辦單位酌予補助新台幣

貳佰元。 

     (2)創意盤花組：不限花材，以表達客家盤花意象為主。花材及

花盤由參賽者自行準備，主辦單位酌予補助新台幣貳佰元。 

     (3)兒童創意盤花組：靈活運用各種材料，仍以客家盤花意象為

主。花材及花盤由承辦單位準備。 

     (4)評分標準：評分比例參考如下： 

       A.傳統盤花組：傳統客家盤花花材 30%、造型美觀 30﹪、扎

實穩固 20﹪、色彩搭配得宜 20﹪。 

       B.創意盤花組：客家意象 30﹪、造型美觀 30﹪、創意花材

20%、色彩搭配得宜 20﹪。 

       C.兒童創意盤花組：客家意象 30﹪、造型美觀 30﹪、創意材

料 20%、色彩搭配得宜 20﹪。 

     (5)獎勵方式:若報名組數不足 2/3，則佳作錄取組數按比例錄取 

       A.傳統盤花組：依成績錄取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1 名、第三

名 1 名、 佳作 16 名，頒發獎金。 

       B.創意盤花組：依成績錄取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1 名、第三

名 1 名、佳作 10 名，頒發獎金。 

       C.兒童創意盤花組：依成績錄取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1 名、

第三名 1 名、佳作 5 名，頒發獎品。 

（四）跌三烏 

    1、目的：爲讓民眾親自體驗客家傳統年俗活動，感受客家傳統

博弈的熱鬧年味。 

    2、參加方式 



     (1)比賽分成一般組、兒童組等二組，為個人賽，採現場報名，

每組以報名先後擇取各 100 名（以發放號碼牌發完為止）。 

     (2)兒童組限 12 歲以下（含 12 歲，未滿 13 歲）。 

    3、辦理內容： 

     (1)一般組 

       A.初賽兩兩互比，參賽者將三枚錢幣置於手背，向上拋投掉

入圈內(掉出圈外之銅錢不計分需有向上拋投動作，若動作

不符規定，得逕判該次落敗)，若三枚錢幣都落在陽面(人

頭圖)就是三烏，每位參賽者可投擲 2次，取最好的一次成

績計算，陽面(人頭圖)多者獲勝可進入決賽，(成績相同時

再加比一次，直到產生勝負為止)。參賽人數為單數時，承

辦單位得派一位工作人員參與初賽。 

       B.決賽參賽者將三枚銅錢置於手背，向上拋投(需有向上拋投

動作，若動作不符規定，裁判得逕判該次拋投 0 分計算)

掉入盤內(掉出盤外之銅錢不計分)，若三枚銅錢都落在陽

面(八卦圖)就是三烏，每位參賽者可投擲 3 次，採積分制(三

烏 9 分、二烏 5 分、一烏 1 分)合計 3 次向上拋投，依序錄

取前 3 名(成績相同時，承辦單位得擇優辦理加賽場次，直

到前 3 名選手產生)。 

    (2)兒童組 

       參賽者將三枚銅錢置於手背，向上拋投(需有向上拋投動作，

若動作不符規定，裁判得逕判該次拋投 0 分計算)掉入盤內(掉

出盤外之銅錢不計分)，若三枚銅錢都落在陽面(八卦圖)就是

三烏，每位參賽者可投擲 3 次，採積分制(三烏 9 分、二烏 5

分、一烏 1 分)合計 3 次向上拋投，依序錄取前 3 名(成績相

同時，承辦單位得擇優辦理加賽場次，直到前 3名選手產生)。 

    (3)獎勵方式：各組依成績錄取前三名。 



      A.一般組：依成績錄取前三名各 1 名，頒發獎金。 

      B.兒童組：依成績錄取前三名各 1 名，頒發獎品(禮券)。 

(五)沙包尖炮城競賽 

     1、目的：為促進親子關係培養親子默契與合作，讓親子以沙包

尖炮城來體會家庭團隊合作趣味，。 

     2、參加方式： 

      (1)組隊方式：由自家或親友家共同組成一隊。一組之中至少

一位國小六年級以下(94.9.2 以後出生)兒童，全隊人數為

2-3 人。 

      (2)參加資格：須完成全家福闖關尖炮城且必須有一位國小六

年級以下(94.9.2 以後出生)的家庭成員才可至報名處領取

報名資格表參加競賽。 

      (3)採現場報名，錄取 50 隊(以報名先後次序依序錄取)。 

     3、辦理內容：由承辦單位提供每隊沙包 20個，供各隊射向各

隊前方炮籠，國小六年級以下學童至少射 15 個沙包，限

時 3分鐘。以各隊射進炮籠數計算成績，如炮籠數相同時

再加比一次，直到產生前 6名為止。 

      4、獎勵方式: 依成績錄取前 6名，各頒發獎品-腳踏車一部。 

（六）雲霄尖炮城 

    1、目的：雲霄炮城是這項活動的最精采、獎金最高、難度最高

的子活動，參與人數最多。賽事的炮籠設計為煙火炮籠，美妙

畫面令人讚嘆。 

    2、參加方式：5 人一隊，限 16 歲以上，採賽前網路報名(選一

名稱為隊名，每隊隊長 1 人，隊員 4 人)，報名隊數限 200 隊

(以報名先後則取前 200 隊)。 

    3、辦理內容 

     (1)初賽由承辦單位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隊在 3 分鐘進攻



高 10公尺炮籠(徒手丟擲)。有攻取者依秒數多寡取前 30名(秒

數越少者獲選)參與決賽競賽。 

     (2)決賽由承辦單位提供每組聯炮 20 串，供各組在 3 鐘攻取高 

12 公尺炮籠，所有攻取者以決賽時間最短者(初賽成績不計

入)，依成績錄取前 5 名，頒發獎金。如經二回合比賽，各

隊均無法攻取 12 公尺炮城時，則以初賽成績論定。 

     (4)聯炮不得擲向觀眾，如有故意作為者，所有責任由其自行負

擔。 

    4、獎勵方式:依成績錄取前 5 名頒發獎金及前三名頒發獎牌。 

六、注意事項 

（一）選手應攜帶身分證及線上列印報名成功之報名表以備檢核。 

（二）雲霄尖炮城進入決賽時，大會將主動檢核身分證，並依正確身

分的選手比例發予鞭炮及獲獎獎金。 

（三）報名日期：107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8:00 起至 10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17：00 前截止。 

（四）請於比賽前 1 小時備妥隊長及隊員之國民身分證及線上列印

報名成功之報名表至檢錄組辦理報到手續。 

（五）2018六堆祈福尖炮城暨全國客家日祈福活動報名組別與限制 

項目 子項 

可報

名隊

數 

每組人數 

條件、限制 

尖炮城 

1.牛刀小試 

-尖炮城體驗 

120

組 
每組 1人 

現場報名:共兩梯次，每梯次 60組。 

2.雲霄尖炮城 
200

組 
每組 5人 

※16歲以上(91.3.3以前出生) 

3.全家福闖關 

  尖炮城 

120

組 

2-5人 

共四關 

現場報名: 2-5人一組，可以親友合

組。至少一位 16歲以下學生。 

上午：60組 

下午：60組 



4.沙包尖炮城 50組 2-3人 

現場報名:2-3人一組，須完成全家福

闖關尖炮城且必須有一位國小六年級

以下(94.9.2以後出生)的家庭成員才

可至報名處領取報名資格表參加競

賽。 

盤花 

競賽 

1.傳統盤花組 50組 每組 2人 創意組及傳統組，每人限報 1組。 

2.創意盤花組 30組 每組 1人 

3.兒童創意盤

花組 
30組 每組 1人 

12歲以下（94.3.3以後出生） 

(12歲以上未滿 13歲可報名) 

跌三烏 

1.一般組 
100

組 
個人賽 

現場報名:12歲以上(12歲以上未滿

13歲可報名) 

2.兒童組 
100

組 
個人賽 

現場報名:12歲以下(12歲以上未滿

13歲可報名) 

 

七、獎勵 

（一）沙包尖炮城比賽獎品：前六名頒發腳踏車一台。 

（二）雲霄尖炮城比賽獎金：錄取五名，前三名頒發獎金外，另頒發

獎牌。 

      第一名：新台幣壹拾萬元(取一名) 

      第二名：新台幣伍萬元(取一名) 

      第三名：新台幣貳萬元(取一名) 

      第四名：新台幣壹萬元(取一名) 

      第五名：新台幣伍仟元(取一名) 

（三）全家福闖關尖炮城：全部過關隊伍各頒發獎品一份。 

（四）盤花競賽 

     1.傳統盤花組： 

      第一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取一名) 

      第二名：新台幣壹仟元(取一名) 

      第三名：新台幣捌佰元(取一名) 



      佳 作：新台幣參佰元(取十六名) 

     2.創意盤花組： 

      第一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取一名) 

      第二名：新台幣壹仟元(取一名) 

      第三名：新台幣捌佰元(取一名) 

      佳 作：新台幣參佰元(取十名) 

     3.兒童創意盤花組：依成績錄取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1 名、第

三名 1 名、佳作 5 名，各頒發獎品一份(禮券)。 

      第一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佳作 200 元

5 名。 

 （八）跌三烏 

      1.一般組：依成績錄取前三名各 1 名，頒發獎金。 

       第一名:壹仟元 

       第二名:捌佰元 

       第三名:伍佰元 

      2.兒童組：依成績錄取前三名各 1 名，頒發獎品(禮券)。 

       第一名:壹仟元 

       第二名:捌佰元 

       第三名:伍佰元 

 

 

 

 

 

 

 

 



八、時間流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10:00-18:00 特色市集 

10:00-12:00 全國客家日活動(客家戲劇表演、歌唱表演） 

全家福闖關尖炮城(1-60 組)-現場報名 

13:30-15:30 全家福闖關尖炮城(61-120 組)-現場報名 

13:00-14:00 牛刀小試(60 人)-現場報名 

14:00-14:30 迎伯公活動(開幕式） 

14:30-15:00 牛刀小試(60 人)-現場報名 

DIY 盤花體驗 

14:30-15:00 盤花競賽(兒童盤花） 

14:20-14:30 發放跌三烏(一般組）號碼牌 

14:00-14:50 雲霄尖炮城(檢錄） 

14:30-15:30 跌三烏競賽(一般組） 

14:40-15:00 發放跌三烏(兒童組）號碼牌 

15:00-16:00 跌三烏競賽(兒童組） 

15:30-16:30 盤花競賽(傳統盤花、創意盤花） 

15:30-15:50 沙包尖炮城競賽現場報名-完成全家福闖關且有一

名國小六年級以下(94.9.2 以後出生)兒童方能報名-

持報名資格表依序報名 

16:00-17:00 沙包尖炮城競賽 

15:00-17:00 雲霄尖炮城(初賽） 

17:00- 雲霄尖炮城(決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