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火 20 陪你遊行」踩街團隊招募 

【報名簡章】 

一、 活動目的： 

2022年適逢「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週年，為本縣最具代表性的年度觀光盛會，以「花

火 20 陪你遊行」HAPPY FIREWORKS LIGHT PENGHU -「亮點澎湖、熱鬧歡慶」花火 20週

年為主軸，以 Festival of Lights「光/LIGHT/LINE」澎湖之光創意主題，透過公開招募

本縣各觀光旅遊相關團體/公協會、學校社區、機關單位、街頭藝人及一般民眾、遊客組

成具有澎湖海洋觀光特色及在地文化風采的繽紛光亮創意 DressCode 踩街代表隊，將馬

公市鬧區化為行動嘉年華舞台，歡樂氣氛為花火 20週年觀光盛會拉開序幕。 

二、 活動時間與路線： 

活動時間︰111年 4月 16日(星期六) 17:00-19:00 

活動路線︰澎湖縣政府-中正路-仁愛路-民權路-民生路-觀音亭園區 

起點  縣府廣場 | 終點  觀音亭園區舞台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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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5:00 快閃＆特邀表演團報到(實聯制、體溫測量) 彩排 

16:00 遊行團體/個人報到(實聯制、體溫測量) 分區報到 

16:30 暖場活動/集合(發放應援小物、遊行隊牌) 招募團隊 

16:50 開場 主持人 

17:00-17:05 來賓介紹 主持人 

17:05-17:00 貴賓致詞 縣長、議長 

17:10-17:15 
起走儀式/開場 Show (中正民治十字路口) 
遊行出發 

【猛虎發威】專團 

-鐵四帝文化藝術創意 

17:15-17:20 踩街遊行 ing 街頭藝人街區展演 

17:20-17:25 快閃 Show1 (中正民生十字路口) 
【快傘青春】亮團 

-興仁國小民俗團隊 

17:35-17:40 快閃 Show2 (中正光武仁愛路段) 
【花舞綻放】專團 

-NONAME Dance 

17:50-17:55 快閃 Show3 (仁愛民權十字路口) 
【龍門鼓陣】社團 

龍門社區 

18:05-18:10 快閃 Show4 (民權中興十字路口) 
【花神 Cos迎花火】專團 

-專業遊行表演團隊 

18:20-18:25 快閃 Show5 (民生惠民一路路口前) 
【藝響澎湖】社團 

南寮社區 

18:25-18:40 終點緩衝整隊 民生/民族介壽路段 

18:40-18:45 終點舞台 (觀音亭園區終點區) 所有團隊 

18:45-18:55 活動介紹/大合影 主持人/所有團隊 

18:55-19:00 點燈儀式  

19:00 絢麗花火秀＆花火 20無人機科技燈光秀 活動結束領取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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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內容： 

參加「花火 20 陪你遊行」民眾、團體以繽紛光亮主題創意 DressCode，踩街隊伍從縣

政府廣場出發，沿途經過中正、仁愛、民權、民生路，最後進入觀音亭主場，活動特別

邀請專業遊行表演團隊及縣內表演團體街頭快閃，沿途街區設計街頭藝人行動展演，打

造處處有驚喜、各點有活動，將馬公市街區化為行動舞台，營造花火 20週年歡樂嘉年

華氣氛。遊行終點點燈儀式，活動主場壓軸將點亮「花火 20澎湖光塔」，同時施放今年

花火節第一套 12分鐘「澎湖限定」無人機花火秀，歡迎遊客跟鄉親融入同歡，藉由各

級團體參與，象徵花火節一路走來經受各界支持協助，也一路陪伴許多熱愛澎湖的遊客

走過 20年歷史，見證澎湖觀光的成長以及花火節的茁壯、變革與創新，為 2022澎湖國

際海上花火節揭開序幕。 

 

快閃 Show表演團隊： 

1.開場 Show【猛虎發威】/ 起點  縣府廣場 

鐵四帝文化藝術創意團隊 

2.快閃 Show1【快傘青春】/ 快閃點 S1  (中正民生十字路口) 

興仁國小民俗團隊 

3.快閃 Show2【花舞綻放】/ 快閃點 S2  (中正光武仁愛路段) 

NONAME Dance 

4.快閃 Show3【龍門鼓陣】/ 快閃點 S3  (仁愛民權十字路口) 

龍門社區 

5.快閃 Show4【花神 Cos迎花火】/ 快閃點 S4  (民權中興十字路口) 

懶缸藝術工作室 

6.快閃 Show5【藝響澎湖】/ 快閃點 S5  (民生惠民一路路口前) 

南寮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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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場 Show【猛虎發威】鐵四帝文化藝術創意團隊 

「鐵四帝文化藝術創意團隊」是最具台灣文化特色的街舞藝術代表組織。成立於 2016

年，將家將的舞步、腳法與街舞融合，自創台式街舞「T-TOP」，並組成「鐵四帝」，力

圖「創造台灣黃金價值」、「讓世界看見台灣」，故將台灣文化新舊融合，研發出新台式

廟宇風格舞風─「家將街舞、官將街舞」。曾參與印度觀光旅遊展台灣表演團體、高雄

駁二 x山津塢 文藝推廣、中天電視北港朝天公開場嘉賓等。文創街舞微電影作品已在

龍山文創基地籌備完成新並在 2022年 1月 21日舉辦首映會，在 YouTube《傳承》和

《重生》、虎爺傳奇-五虎將等舞蹈 MV，在新聞媒體爭相報導下，於網路創下破千萬瀏

覽人次的佳績，締造極大話題性。 

 

 

 

 

 

 

 

 

2.快閃 Show1【快傘青春】興仁國小民俗團隊 

快閃表演安排青春文藝澎湖之光-興仁國小民俗團隊踏涼傘快閃展演，創造在地話題及

活動宣傳。興仁國小民俗團隊發展踏涼傘已邁入第 10個年頭，由學生們組成涼傘隊廣

受縣內各項活動表演邀約並大受好評！藉由民俗體育傳承文化扎根，展現澎湖之光的青

春活力。 

 

 

 

 

 

 

 

 

 

 

舞．藝跨界 x 創新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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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閃 Show2【花舞綻放】NONAME Dance 

舞團由新生代藝人「阿布-吳玳慈」(2019澎湖比基尼派對比基尼女孩亞軍、人氣王)與

一群熱愛舞蹈的女孩們共同組成，以 K-pop為主要風格，各自獨樹一格在舞蹈競賽中屢

次榮獲佳績，每次演出都能聚集媒體焦點，成立至今受邀參與花火節記者會、花火節舞

台、電視節目、大型晚會等演出，廣受好評。網路高人氣的每位團員，每次參與活動總

能以各自網路超高人氣為活動帶媒體社群高度宣傳效益。 

 

 

 

 

 

 

 

 

 

4.快閃 Show3、5【龍門鼓陣、藝響澎湖】龍門社區、南寮社區 

由龍門社區、南寮社區以在地文化特色進行熱鬧快閃展演，透過精彩節目讓大家認識社

區，帶動地方觀光亮點，歡樂氣氛展現在地團隊永續璀璨的豐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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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快閃 Show4【花神 Cos迎花火】懶缸藝術工作室 

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專業 Cosplay，因擁有共同熱愛 Cosplay及藝術文化，發揮各自所

長，以傳統藝術的根基，結合各種的可能，用 Cosplay表演為媒介，一起開創表演藝術

的多元性展演，讓台灣傳統文化藝術精神向世界發聲！  

參與霹靂布袋戲《蓮華誕‧還真三十》紀念大會-表演嘉賓 

2021《廣場藝術節》金光布袋戲大匯演-表演嘉賓 

2021《全中運在雲林》記者會-指定演出嘉賓 

2020雲林偶戲節《男神時代》布袋戲大匯演-表演嘉賓 

2019雲林偶戲節《霹靂魔幻音樂會》-表演嘉賓 

2015《愛上澎湖‧藝遊味盡》嘉年華活動-表演嘉賓 

台中市傳統藝術節、臺灣燈會‧雲林《偶戲春秋》燈區-主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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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體招募說明會 

1.辦理時間︰111年 2 月 16日(三) 10:00-11:00 

2.辦理地點︰澎湖海洋地質中心(澎湖縣 880馬公市新明路 71號) 

3.參與對象︰本縣街頭藝人、表演團體、社區、觀光產業公協會、機關單位、學校等。 

4.辦理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9:15-09:45 場地準備 簡報設備測試 

09:45-10:00 報到 簽到(實聯制、體溫測量) 

10:00-10:10 旅遊處致詞 陳處長美齡 

10:10-10:20 活動說明 計畫主持人 

10:20-10:30 Q&A 計畫主持人 

10:30-10:45 團隊交流時間 亮依國際 

10:45-11:00 場地清潔、歸還 亮依國際 

六、 招募辦法 

 

 

 

 

(一) 招募期程： 

招募時間︰111年 2月 10日(四)至 3月 27日(日) 

實體招募說明會︰111年 2月 16日(三)  

線上招募說明會︰111年 2月 17日(四)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FB發布) 

(二) 招募對象： 

1.個人、團體： 

◎一般民眾、觀光遊客。 

◎澎湖在地觀光產業公協會、表演團隊、學校、機關、社區、公司行號（含花火節贊助 

  合作企業）。 

2.徵選踩藝團體：  

如已報名之遊行團體願意提供隨團踩街表演，得進一步報名本項獎勵踩藝團體徵選，

獲選者應隨遊行團隊行進間提供演出，並本團體入選將由主辦單位提供適度獎勵金作

為治裝、彩排及演出使用，惟本項報名須為完成報名一般團體者方得參與徵選活動，

限以本縣街頭藝人、表演團體、社區表演為主，並需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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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踩藝團體徵選說明 

為鼓勵縣內團體(須為完成報名一般團體之街頭藝人、表演團體、社區表演等)組隊參與

「花火 20 陪你遊行-踩藝表演」獎勵徵選活動，隨團提供表演，創造更多活動驚喜亮

點，且保障團體享有公平參與權益，故特別設立獎勵辦法，預計招募團體至少 8團(一

團人數 20 至 50人為限，未達 20人之團體不符報名資格)，特別提供踩街隨團演出獎

勵，需實際全程參與活動並配合踩街主題規範，符合資格者必須經過審核後獲選方得踩

藝獎勵。 

徵選踩藝團體報名至 3 月 20日截止，3月 28日於澎湖 Travel網站公布獲選名單。 

參與踩街內容需符合「花火 20 陪你遊行」繽紛光亮主題創意 DressCode，具有澎湖海

洋觀光特色及在地文化風采特色，踩街中隨團行進表演節目，營造歡樂輕快、熱鬧繽紛

氛圍達吸睛聚集人潮視聽效果，惟踩街裝扮需安全且老少咸宜，表演內容不得有抄襲或

侵權等情事，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解釋、修改、及取消參加之權利。徵選獎勵踩藝

團體如現場演出品質、出席人數未符報名資料，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全額獎勵金。 

◎踩藝獎勵 

團體人數 參加獎勵 

20-30 人 $10,000 

31-40 人 $20,000 

41-50 人 $30,000 

注意事項：獎勵經費為提供予踩藝團隊排練、裝扮、演出、交通費用(名額有限，滿額
截止)。本獎勵辦法撥款依活動當日簽到表為主，費用於活動後 7日內提供。 

(三) 參加資格： 

1.本活動歡迎澎湖縣各觀光產業公協會、各級機關團體、學校、社團、街頭藝人、表 

演藝術團隊等團體或ㄧ般民眾、遊客參加；個人民眾、遊客自由報名參加，團體人 

數至少 20人至多 50 人為限，為鼓勵各界團體參與，參加遊行隊伍由主辦機關提供 

餐食、限量遊行小物(需實際全程參與活動並配合踩街主題及規範)。 

2.參與踩街內容需符合「花火 20 陪你遊行」主題，以花火 20「澎湖之光」繽紛光亮 

  主題創意 DressCode，具有澎湖海洋觀光特色及在地文化風采特色，營造歡樂輕快、 

  熱鬧繽紛氛圍達吸睛聚集人潮視聽效果，惟踩街裝扮需安全且老少咸宜。 

3.如報名團有意願進一步參加徵選獎勵踩藝團體，須完成報名一般團體方得報名徵選 

獎勵踩藝團體，獲選團體並應能隨團踩街提供「演出」才符合徵選資格(限澎湖在地 

團體，人數須達 20人以上，踩街表演內容不得有抄襲或侵權等情事)，符合資格者 

必須經過審核後，主辦單位將公布獲選團體，踩藝獎勵金額度請參考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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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獲選獎勵踩藝團體者亦不影響原報名資格。 

4.以上活動資訊，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活動解釋、修改、調整、變更、及取消參加之權 

  利。 

七、 個人、團體報名方式： 

(一) 個人報名應備資料： 

一律以填寫網路報名表、聲明書、施打疫苗證明(上傳 google表單)完成報名。 

(個人報名表 google表單：https://forms.gle/QKVD43qdq5hwU6aeA。 

(二) 一般團體報名應備資料： 

1.填寫報名表(附件 1-1)、聲明書(附件 1-2)、施打疫苗證明。 

 (團體報名表及切結書-下載網址：澎湖 Travel網站 http://penghutravel.com/)。 

2.備妥報名資料後，請依下列方式完成報名程序（3擇 1即可）︰ 

(1)電子信箱傳送方式︰ 

請將備妥資料掃描檔（JPGorPDF）E-mail：liangi.id2007@gmail.com信箱。 

(2)掛號郵寄方式︰ 

地址：台北市 10852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45號 B2。 

請註明「亮依國際有限公司活動組-花火 20 陪你遊行報名」。 

(3)親送方式︰ 

  地址：澎湖縣 880馬公市新明路 71號(澎湖海洋地質中心旅客服務中心)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日 08:00-12:00/13:00-17:00） 

(三) 徵選踩藝團體報名應備資料： (須先完成一般團體報名作業附件 1-1、1-2) 

1.填寫報名表(附件 2-1)、遊行演出切結書(附件 2-2)、自我檢查表(附件 2-3)。 

(徵選踩藝團體報名資料下載網址：https://reurl.cc/Go5Ney)。 

2.備妥報名資料後，請依上列(二)-2.方式（3擇 1即可）完成報名程序。 

3.徵選踩藝團體報名至 3 月 20日(日) 23:59截止（以收件日期為准，逾期恕不受理)。 

  經資料彙整審核後，3月 28日(一)於澎湖 Travel網站公布獎勵團體名單。 

(四)招募報名截止日至111年3月27日(星期日)23:59（以收件日期為准，逾期恕不受理)。 

(五)報名表請以中文正楷繕寫或以電腦繕打。 

(六)活動洽詢電話：02-23037565 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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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項： 

1.踩街內容如涉及他人創作或智慧財產權者，應事先徵得權利人之同意；另所使用之

各媒材，如音樂、道具、造型等，由各踩街單位處理，如衍生法律問題，由演出單

位自行負責。 

2.所有參加參加團體、個人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未能如期舉辦，主辦單位最

終得於活動前 3天公告通知展延或取消活動。 

3.參加單位(個人或團體) 因故無法如期出席，以利活動順利舉辦，應於排定之活動

時間 14日前，以 E-Mail方式向承辦單位提出變更或取消。 

4.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及紀錄之完整性，演出單位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團員/個人

之姓名、肖像及錄音(影)著作，於 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之相關指定合作媒體或

平台公開播放，並繳交聲明書。 

5.主辦單位保留對活動內容調整、變更、解釋、修改、取消的權利，參與者應配合主辦

單位規劃之活動內容。 

6.保險聲明事項，本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作業，投保範圍包含遊行全線路

程及定點活動。 

公共意外責任險：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500萬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1億 5000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200萬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3億 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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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 20 陪你遊行」踩街團體招募報名表 

踩街編號 本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體單位名稱  

主要聯絡人  
LINE ID  

手機  

電子信箱  

參加人數                      人  基本人數為 20 人以上，至多 50 人 

參與成員(表格不足者請自行增加欄位)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團長/聯絡人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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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20 陪你遊行」踩街團體招募報名 

聲 明 書 

 一、經詳讀本招募簡章說明，茲遵循該說明提出本申請，如蒙報名 

     參加遊行，願遵循該活動之相關規範。  

 二、報名者同意就踩街內容所提供之相關文件或資料，無侵害任何 

     創作者權益，並無償授權澎湖縣政府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 

     表與利用、配合花火節推動相關藝文活動之成果。 

 三、茲聲明報名表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實。 

 四、報名者了解本案為辦理本府活動之業務需求，進行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及利用，並了解相關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處理。 

 

 

 

 

 

 

 

 

                                                （申請單位印鑑章及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111 年   月   日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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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 20 陪你遊行」徵選踩藝團體報名表 

踩街編號 本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體單位名稱  

主要聯絡人  
LINE ID  

手機  

電子信箱  

參加人數                              人   基本人數為 20 人以上，至多 50 人 

團隊簡介 

(200 字以內) 
(本欄位由團隊填寫) 

得獎事蹟、 

公開演出經歷 

(二年內並附證明) 

(本欄位由團隊填寫) 

 

 

●請提供過往演出影片片段上傳雲端(請提供連結)或 USB碟隨資料送件。 

 

預計踩街遊行演出內容及特色 

(說明裝扮或表演橋段等、使用道具) 

(本欄位由團隊填寫) 

 

黏貼處 

(本欄位由團隊填寫) 

相關展演活動 2張相片 

說明：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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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20 陪你遊行」徵選踩藝團體 

遊行演出切結書 

 

             （團體單位名稱/主要聯絡人）           已詳閱 

且同意接受「花火20 陪你遊行 踩街遊行招募辦法」之各項規定，

並保證所填寫及提送之相關資料，確實無誤，如有不實，願負相關

責任。表演內容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或損毀場地情事，如涉及他人

創作或智慧財產權者，應事先徵得權利人之同意；另演出所使用之

各媒材，如音樂、道具、造型等，由各演出單位處理，如衍生法律

問題，願負相關責任。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簽章：（團體單位名稱/負責人/主要聯絡人） 

 

統編/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附件 2-2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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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 20 陪你遊行 徵選踩藝團體」 

自我檢查表 

（請於送件前確定資料是否齊全，並打勾） 

 

一、 □報名表 1份 (附件 2-1) 

二、 □遊行演出切結書 1份 (附件 2-2) 

三、 □演出活動照片 2張(徵選踩藝團體提供) 

四、 □演出影音檔 (上傳雲端或 USB碟) 

附件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