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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區 2021 年臺南鳳梨好筍季產業文化活動計畫書 

一、計畫概述 

(一)計畫名稱：110年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農產業文化活動。 

(二)計畫經費：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500千元。 

(三)計畫目的： 
由於本區種植鳳梨、竹筍面積廣大，每年 3至 5月及 5至 9月為鳳梨、竹筍盛產

季節，配合產季推出一連串相關農產行銷活動，有效推廣本區特色農產品，進而協助

在地農民開拓客源，增加農民收益，更展現農村蘊藏的文化內涵，使成為觀光遊憩的

最佳資源與休閒條件。 

(四)計畫動機： 

本區具有獨特的地形，所種植的竹筍與鳳梨風味特殊，質量甚高，深受消費者喜愛，

稀有的竹炭產業特色別緻，尤其是竹林在四季裡都呈現彩色景觀，所以龍崎更有「采竹之

鄉」的美名。為有效宣傳本區農特產與推廣在地農村文化，今年因應武漢肺炎導致鳳梨外

銷訂單減少，連帶影響鳳梨產地收購價格，特邀集龍崎區農會、龍和社區發展協會、龍興

社區發展協會、龍崎永續發展協會、龍崎國中小及在地的新農人，共同參與辦理 2021年臺

南在地食材鳳梨好筍季活動。期望透過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農產業文化活動，配合相關藝

如春風走透透活動、輕旅行採果活動及在地特色農產品宣傳，及本區竹筍、竹編、龍崎文

衡殿相關產業文化，期能有效帶動龍崎區農產業發展。 

(五)計畫構想： 

本次活動主軸為「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農產業文化活動」，從 3月起就有一連串農產品

活動宣導，3月 17日配合關廟區公所舉行鳳梨開賣啦產銷活動宣導，3月底配合臺南市政

府農業局蘭花展遍地開花記者會宣傳本區鳳梨竹筍活動，4月 15日暫定辦理 2021臺南鳳

梨好筍季龍崎竹好產業文化活動記者會，宣傳本次農產業活動並邀請龍崎在地攤商現場展

示農特產品，結合媒體宣導，行銷龍崎當地農特產品；4月 25日配合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藝

如春風走透透活動辦理行銷龍崎當地農特產品，龍崎輕旅行採果樂活動；5月 1日舉辦龍

崎竹好博杯旺旺萊農產業文化活動並結合龍崎國小親子教學成果發表會，炒熱活動氣氛，

活絡親子關係共同營造健康快樂的社區。 

二、提案機關 

(一)機關名稱：臺南市龍崎區公所 

(二)計畫總主持人：區長 顏振羽 

(三)計畫總連絡人： 

姓名：顏振羽          職稱：區長 
電話：06-5941326       傳真：06-594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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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計畫執行機關 主持人 職稱 主辦人 職稱 電話 

臺南市龍崎區

公所 
顏振羽 區長 林文傑 課長 06-5941326 

龍崎區農會 林韋如 總幹事 林森態 秘書 06-5941114 

龍和社區發展

協會 
李明雄 理事長 林森態 總幹事 06-5941114 

龍興社區發展

協會 
余文生 理事長 陳宏榮 總幹事 06-5941576 

龍崎永續發展

協會 
余奕靖 理事長 張碧絨 經理 06-5941001 

四、執行時程 

活動舉辦日期： 110年 5月 1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五、計畫內容 

(一)計畫目標 

1. 推廣本區鳳梨、竹筍特色農產品，協助地方產業開拓行銷通路，促進地方產業經濟活

絡。 

2. 結合龍崎區農會、龍崎文衡殿資源與文化特色，有效帶動觀光人潮。 

3. 凝聚社區居民向心力，共同創造農村文化與增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 

(二)實施方式與步驟 

1. 本所邀集龍崎區農會、龍和社區發展協會、龍興社區發展協會、龍崎永續發展協會、

龍崎國中小共同研商鳳梨好筍季相關活動，依各活動進行經費分配，擬定活動主題及細

項內容，共同討論活動彙整後，依計畫內容分工辦理。 

 

2. 由本所配合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進行農產業宣導各項前置作業，另由本所統一彙整本區

活動計畫經費，於活動結束後由本所製據成果報告向市府農業局申請核銷。 

3. 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作項目 預估經費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備註 

一、2021國際

蘭展遍地開花

鳳梨竹筍宣傳

40000 110年 4月 龍崎區崎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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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活動 

一、龍崎竹好

搏杯旺旺萊農

產業文化活動

記者會 

40000 110年 4月 龍崎區崎頂里  

二、龍崎竹好

農產業文化及

輕旅行採果活

動 

60000 110年 4月 25

日 

龍崎區文衡殿  

三、龍崎竹好

搏杯旺旺萊農

產業文化活動

開幕典禮 

360000 110年 5月 1日 龍崎區文衡殿  

重要工作項目內容說明 

一、2021國際蘭展遍地開花鳳梨竹筍宣傳記者會活動 

    辦理時間：110年 3月底 

    辦理地點：龍崎區竹炭館 

    內容說明：藉由配合市府農業局蘭花展遍地開花記者會活動宣導行銷龍崎在地農特 

    產品 

二、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活動記者會 

    辦理時間：110年 4月中旬 

    辦理地點：龍崎區崎頂里 

    內容說明：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記者活動宣傳 

三、龍崎區特色農產品展售會及輕旅行採果活動 

    辦理時間：110年 4月 25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藉由配合市府文化局藝如春風走透透宣導行銷龍崎農特產品及採果 DIY 

              等活動。 

四、龍崎竹好搏杯旺旺萊活動開幕典禮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開幕典禮表演 



4 
 

 

五、農特產品展售市集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邀請鄰近新農人參加展售並推廣龍崎當地農產品 

六、趣味活動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舉辦削鳳梨比賽、鳳梨套圈圈、FB臉書打卡等 

七、綠竹筍展示及竹編 DIY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綠竹筍分級展示、竹編 DIY、多肉植物組合 

八、田間鳳梨採果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網路報名參加採果鳳梨 

九、親子教學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110年 5月 1日 

    辦理地點：龍崎區文衡殿 

    內容說明：國小 1~6年級學生舞蹈表演及絲竹樂演奏 

 

1.預期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活動預期成果 

增加農產業產值 千元 1000千元 

吸引遊客人數 人 1000人 

商品開發 件 3件 

 

2.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之效益: 

本區地處臺南、高雄交界，地貌景觀特殊綺麗，透過本次農村文化特色、農產品行銷活

動，帶動南關線周邊觀光，同時行銷推廣在地特色農產物，期望凝聚鄉村居民的共識，

共同保存地方產業及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藉由結合產業、社區、休閒與文化以促進產

業的升級。 

六、防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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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置消毒作業：  

      活動場地前1日進行場地全面消毒，場地布置工作人員進場前須檢測體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及手套，併簽名造冊。  

    二、場地配置：  

     入口處配置酒精乾洗手，設置防疫貼心須知看板，提醒民眾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並勸導民 

     眾配戴口罩，攤位以分流分區方式規劃，座位區加大彼此空間距離，並設置洗手區鼓勵民 

     眾多洗手，自主防疫。  

    三、 攤商及工作人員：  

     事先造冊並施以防疫教育，除全程配戴口罩外，處理食物者著手套，食物以安全衛生包裝 

     販售單人份避免汙染，表演單位造冊並測量體溫。輕旅行行前高規格消毒，旅客採限制名 

     額報名並填具健康及旅遊史，上車前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車上避免交談。  

    四、衛生局疾管科設攤宣導：建請市府邀衛生局參與設攤宣導。 

七、經費資料 

(一)計畫名稱：110年龍崎竹好博杯旺旺萊農產業文化活動。 

(二)計畫經費來源：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補助款 500千元。 

(三)經費細目 

重要工作項目 預估經費(元) 說明 

一、媒體宣導及平面企

劃宣導 

32000 1. 活動布條製作 6條*1500元 =9000元 

2. 邀請卡 100份*40元=4000元 

3. FB打立牌 1個*5000元=5000元 

4.  旗幟 40組*350元=14000元 

二、龍崎區 3月底 2021

國際蘭展遍地開花鳳梨

竹筍宣傳記者會活動 

30000 1. 活動材料費:1式*10000元=10000元 

2. 活動布置:1式*10000元=10000元 

3. 農產品推廣費 100份*100元=10000元 

三、龍崎區 4/25日特色

農產品展售及採果樂活

動 

30000 4. 活動材料費:1式*10000元=10000元 

5. 活動布置:1式*10000元=10000元 

6. 農產品推廣費 100份*100元=10000元 

四、龍崎竹好產業文化

活動記者會 

43000 1. 記者會材料費:1式*10000元=10000元 

2. 記者會布置:1式*10000元=10000元 

3. 記者會主持人費 3000元 

4. 農產品推廣費 200份*100元=20000元 

五、龍崎竹好產業文化

活動開幕典禮 

186100 1. 舞台背景布幕輸出(寬 6.5公尺*高 3公尺)1式

*10000元=10000元 

2. 舞臺 1座*12000元=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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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鷹架 1座*6000元=6000元 

4. 充氣拱門器材出租(含布條)1座*5000元=5000

元 

5. 音響 1式*10000元=10000元 

6. 長桌 160張*200元=32000元 

7. 靠背椅 50張*30元=1500元 

8. 塑膠椅 500張*10元=5000元 

9. 舞台遮陽帳篷(25尺)2頂*1,500元=3000元 

10. 觀眾席半圓遮陽帳篷(25尺)6頂*1,500元

=9000元 

11. 展示區半圓遮陽帳棚(20尺)10頂*800元=8000

元 

12. 服務台、機關宣傳歐式帳 20頂*800元=16000

元 

13. 公共保險費 1式*8000元(2場次)=8000元 

14. 活動主持人 3600元 

15. 龍崎永續發展協會演出 5000元 

16. 龍崎國小絲竹樂表演 10000元 

17. 龍崎國中表演 2000元 

18. 文具海報活動宣傳印刷 1式*10000元=10000

元 

19. 活動雜項支出 1式*10000=10000元 

20. 活動材料費 1式*20000元=20000元 

六、農特產品展售市集

及綠竹筍分級展示 

58500 1. 攤位牌製作 80個*200元=16000元(2場次) 

2. 工作人員餐盒費 250人*80=20000元(2場次) 

3. 礦泉水 10箱*250元=2500元(2場次) 

4. 竹筍展示 9級 1式*10000*2場次=20000元 

七、趣味活動(採果樂、

削鳳梨、套圈圈、搏

杯、FB打卡等) 

76000 1. 鳳梨材料費 800顆*50元=40000元 

2. 竹炭農產品 200個*100元=20000元 

3. 3.   租用遊覽車 8000元*2場次=16000元 

八、氣球達人、鳳梨採

果解說、竹編展示、竹

編鳳梨 DIY及多肉組合

等 

44400 1. 講師費 16人*1200元*2小時*=38400元(2場

次) 

2. 竹編材料費 120份*50元=6000元(2場次) 

合計 500,000元 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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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10年 5月 1日(星期六)早上 9點 

地點        龍崎文衡殿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活動場地 備註 

9:00 

︱ 

9:10 

開幕表演 

(歡喜媒人婆) 

     (龍崎幼兒園全體學生) 

主持人開場 表演舞台 
1. 農特產美食攤位、趣味活動區

(博杯、削鳳梨、套圈圈)、

DIY(竹編 DIY、竹筍風鈴彩繪

DIY、多肉組盆、臉書打卡送蘭

花、竹編、綠竹筍展示)、輕旅

行採果樂 

2. 搏杯活動，活動時間: 

搏杯預賽 09:30－12:00 

搏杯決賽 12:00－12:30 

參賽資格: 

活動當天於展售攤位，單次消費滿

50元獲 1點點數，100元獲 2點，

以此類推，集滿六點(消費滿 300

元)即可獲得 1 次博杯參賽資格和

竹筍風鈴彩繪 DIY 兌換卷(限 200

名、換完為止)。 

參賽辦法: 

預賽: 

  連續搏杯達連續 3次聖杯者，取

得決賽資格。 

決賽: 

  取得賽資格者，再依連續搏聖杯

次數多寡決勝。 

(1) 第 1名獲得蘋果平板 1台。 

(2) 第 2名獲得 SWITCH 1台。 

(3) 第 3-5 名獲得龍崎文衡殿文創

福袋 1(份)。 

3. 削鳳梨大賽 

報名時間:09:30－10:30 

活動時間:10:30－11:45 

參賽資格:採登記制，並應活動開

始前 5分鐘前完成報到，唱名 3次

不到者喪失參賽資格。活動人數限

50 人，每組 10 人，共 5 組，報名

額滿為止，餘可登記候補。 

活動辦法: 

限時 5分鐘，取每組削得果皮連續

不斷長度最長者為優勝，獲市價

300元好禮 1份。 

4.套圈圈遊戲規則：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玩一次套圈圈

(限量 100顆鳳梨)。 

5.FB臉書打卡送蘭花 

9:10 

︱ 

9:20 

龍崎永續發展協會 

春風美麗竹山

舞、竹響板節

奏舞曲表演 

表演舞台 

9:20 

︱ 

9:30 

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土風舞表演 表演舞台 

9:30 

︱ 

9:40 

長官、貴賓介紹 主持人介紹 表演舞台 

9:40 

︱ 

10:10 

龍崎區模範母親節表揚  表演舞台 

10:10 

︱ 

10:25 

長官、貴賓致詞  表演舞台 

10:25 

︱ 

10:30 

踩踩踩、Daddy 

(龍崎國小低年級) 

龍崎國小低年

級 
表演舞台 

10:30 

︱ 

10:35 

炫舞恰恰 
龍船分校 1-3

年級 
表演舞台 

10:35 

︱ 

10:40 

忍者 
龍崎國小中年

級 
表演舞台 

10:40 

︱ 

10:45 

熱舞籃球 
龍船分校 4-6

年級 
表演舞台 

10:45 

︱ 

10:50 

Not Today 
龍崎國小高年

級 
表演舞台 

10:50 

︱ 

11:00 

Dynamite 
龍崎國小熱舞

班 
表演舞台 

11:00 

︱ 

11:10 

活動宣導 主持人 表演舞台 

110 年鳳梨好筍節活動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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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 

11:30 

絲竹樂表演 

(鳳陽花鼓、渤海歡騰) 
龍崎國小 B團 表演舞台 

活動時間:10:30－10:00(送完為

止)。                                                                                       

6.各項政令宣導、現場活動小禮物

贈送。 
11:30 

︱ 

12:00 

絲竹樂表演 

(武術、懷春曲、台灣歌謠、阿

里山的姑娘) 

龍崎國小 AC

團 
表演舞台 

12:00 

︱ 

12:30 

搏杯決賽比賽頒獎  表演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