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 - 

 

南蚵藝夢- 

台南七股藝術文化節活動企劃書 

 

活動時間：2013/8/16-17（六、日） 

活動地點：台南市七股區鹽山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 

協辦單位：台南市文化協會 

活動企劃：洪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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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蚵藝夢 

台南七股藝術文化節活動企劃書 

 

壹、 企劃名稱 

一、 活動名稱與設計理念： 

   企劃名稱為-【南蚵藝夢】，是取諧音南柯一夢之成語，希望台

南偏鄉能有機會嶄露頭角，必期許不只是一個白日夢，而是特過

結合文化、藝術、活動成功轉型！ 

   蚵仔也是台南七股最著謎的特產之一，近年來蚵南不難的微電

影熱潮正夯，因此名稱中也取諧音蚵一字，行銷當地特色藉此吸

引人潮帶來商機乃是本活動的願景！ 

 

二、 活動 Slogan 與設計理念： 

1.【南國之光，夢想飛揚 】 

2.【人生七十古來稀，台南七股富商機】 

    相對於台北高雄大都市，台南顯得是小蝦米對大鯨魚，不管是

交通、經濟都略遜一籌，也不會是政府政策的核心城市，再縮小範

圍到台南，七股相對於市區更顯得偏僻許多，因此偏鄉應當自立自

強，透過藝術文化節的活動打響知名度，免於被忽視沒落的悲劇中！              

    現在的七股處境像是年邁七十的耆老一樣，步履蹣跚缺乏商機，

然而人生七十才開始，台南七股也是塊稀有寶地，擁有非常良好稀

有的生態資源，豐富的漁產、珍貴的溼地以及國寶級黑面琵鷺的棲

息之地，因此要轉型成為南國之光，讓當地辛苦的農漁民可以有新

的發展出入，夢想飛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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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 Logo 與設計概念 

    本活動 logo 設計中心為活動標語-南蚵藝夢，外圍則是本活動形式-

藝術文化節，顧名思義是推廣藝術與文化的活動，而內部標語設計更具巧

思，每個字皆用一些圖像代換，設計成造型藝術字，一來更符合本活動強

調的藝文性質，二來也因挑選出來的圖像有：【黑面琵鷺、蚵仔、紅樹林、

魚類與車輪】。這些皆是台南七股的代表性產業與特色，藉由 logo 讓人看

到產生當地的印象，與台南七股產生反射性連結，來達到推廣的效益！ 

 

   而圖像中的黑面琵鷺則是展翅高飛樣象徵著希望與夢想飛揚，並且以

蚵仔作為核心、魚類最為經濟來源的地基，行銷產品創造價值，最後一個

夢字，更是以轉輪代表著生生不息，轉動夢想，希望相隨！ 

   
   選擇的色系也以簡單風格為主，只結合綠色與藍色做設計，象徵著七

股偏鄉的樸實，綠色代表著鄉村的綠意盎然、美麗動人，農產品也是品質

保證、物美價廉；藍色則是代表著大地之母-海洋深藍色系，使人感受依

種沉著穩動的風格，並以圓做為整體 logo 的形狀，更讓人有種圓滿的感

覺，整體而言營造出七股踏實的意象！ 

 

 

 

 

 

 

 

 

   

     

 

  
圖一、logo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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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緣起 

 

    近年來台灣的偏鄉人口老化的問題日漸嚴重，青年人口逐漸的外移前

往大都市謀生工作，近二十餘年來七股區人口，自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間

人口成長即停滯，六十年以後開始負成長，同時名列高淨人口外移超過 20%

的鄉鎮，人口外流的比例居北門區六區(七股、佳里、西港、學甲、將軍、

北門)最高者。總人口數 24335 人(2012 年 07 月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23.61，零至十四歲人口比率逐年降低，六十五歲人口比率逐年提高。 

    

   自從推行縣市合併後的發展，已逐步擺脫過去政治及工業抗爭時期的

動盪，正朝向「綠色」、「生態」、「科技」、「文化」及「自然」的方向邁進，

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成為大台南，但偏鄉文化很容易埋沒在主

流文化之中，鄉村擁有的傳統產業也漸漸式微，越來越少人了解漁村農村

的傳統藝文或是產業，應當持續推廣觀光、文化與科技等綠色產業，許多

的景點更是值得探索旅遊，留下美好的難忘回憶。 

  

 縣市合併後，有關農業產

銷政策需結合其農特產品之多

元性、農業人文歷史、優質生

鮮之農產加工品及安全檢測等

特色，塑造「台南首選」之行

銷品牌，並以農業耆老之故事

文化吸引年輕族群了解本市文

化，進而建立農業價值。 

 

 

參、 活動目的 

 

一、 傳承：在地文化，延續特色→傳承地方特色與物產，藉由活動更

讓社會大眾深入了解在地文化以及屬於這塊土地的傳統產業，也達到吸

引外地年輕族群了解本市文化，進而建立農業價值。 

 

二、 行銷：行銷產業，創造經濟→行銷在地文化與農特產品推展農業

重要政策，七股鹽田、漁業等推行在地品牌，來達到累積在地產業提升

附加價值，為地方發展再創榮景與商機。 

 

圖二、比人口平均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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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新：青年返鄉，偏鄉轉型→鄉村的轉型結合現在青年的活力與

創新思維，注入新的文化特色，讓偏鄉有另一個發展機會，也創造青年

返鄉的意願度，帶動偏鄉發展新世代。 

 

肆、 活動目標 

一、 透過新聞媒體增加曝光度達 6 家。 

二、 活動當天帶來 50,000 天的仍朝。 

三、 Youtube 影片點閱數達 100,000 次。 

四、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數達 100,000、分享數達 1,500 則。 

五、 發表新聞觀看人數合計達 200,000 人以上觀看。 

六、 發表文章於報章雜誌觀看人數合計達 200,000 人以上觀看。 

 

伍、 活動資訊 

一、 活動名稱：2014 南蚵藝夢-台南七股藝術文化節活動 

二、 活動地點：台南市七股區鹽田 

三、 活動時間：2014 年 8 月 16 日~2014 年 8月 17 日共 2 天 

四、 活動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五、 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文化部 

六、 主辦單位： 台南市政府 

七、 協辦單位： 台南市文化協會 

 

八、 承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農業局、觀光局、民政局 

九、 贊助單位： 中華電信、HTC 

十、 媒體協辦： 飛碟聯播網（南台灣之聲） 

十一、 執行單位： 台南智策行銷整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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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行動方案 

一、行動方案設計概念：    

    活動設計包含造勢記者會、農特展品展售、體驗活動、開閉幕典禮、

表演活動。以造勢記者會為活動宣傳，號召全國民眾參與 2014 台南七股

偏鄉藝文活動系列活動，運用整體特色畫面及創意啟動儀式等，包含四大

活動預期要素：【造勢、藝文、娛樂、行銷】，造勢打響知名度、推廣地方

特色藝文活動，並且透過娛樂的方式吸引觀眾對此活動聚焦，形成一股熱

潮，最後再借此熱潮包裝行銷特色商品帶來商機！ 

    再以盛大氣派且極具特色的開幕典

禮為活動揭開序幕，活動以農特產品展售

為主，藉由體驗活動如尋找真相蚵男、人

氣物產票選等和一系列的表演活動吸引

人氣，除了讓大家了解台南的農特產外，

還可以藉由表演節目了解七股在地的農

魚產業以及特色文化，也可以藉由單車遊

將鹽山的美景敬盡收眼裡，除了可以了解

七股還可以大啖美食外還可欣賞在地特

色表演，並且可以將這些特色農特產品帶

回家與親朋好友分享，最後的閉幕晚會，

邀請在地知名的蚵男來致詞鼓勵更多青

年返鄉工作，帶動偏鄉發展。 

 

二、行動方案形式：    

  

圖三、行動方案概念圖 

造勢 

 

藝文 

娛樂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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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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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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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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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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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藝文 

行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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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 

圖四、行動方案形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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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勢記者會： 

a.活動時間：2013/8/16(星期六) 

b.活動地點：台南市七股區鹽田 

c.活動內容：藉由新聞媒體報導宣傳，號召全國民眾參與 2014 南蚵藝夢-

台南七股藝文節活動系列活動，運用整體特色畫面及創意啟動儀式等，吸

引觀眾對此活動聚焦，帶動民眾討論話題進而達到活動觀光人次及行銷宣

傳目的。 

d.重點說明： 

(1) 邀請北門社區大學表演以發揮台南為特色的歌曲或是民俗技藝，為本

活動揭開序幕，以歡樂、開心的方式來認識台南偏鄉的地方特色。 

(2)名星推薦—台南好讚，以模仿新秀張立東模仿阿基師、伍佰、盛竹如

等名人，推薦本次系列活動及台南特色。 

(3) 由長官貴賓裝扮成農夫、漁夫與牧羊人做為活動代言人，於現場演出

【推手】的橋段，為活動揭開序幕。 

(4)邀請產銷班等參與造勢記者會，將本次活動相關特色農特產品於現場

展示。 

(5)於記者會後安排與會貴賓、媒體及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共同品嚐當地

特色料理大餐，並以自助式餐敘方式呈現。 

(6)以台南七股文化村特色商品組合，做為贈送媒體及貴賓之紀念品。 

 

e.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說明 

10:00~10:30  暖場迎賓 ◎記者及長官貴賓進場。 

10:30~10:35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介紹活動與記者會大
綱說明。 

10:35~10:55 開場表演-南方之星 
 

◎邀請北門社區大學表演以發
揮台南為特色的歌曲或是民俗
技藝，為本活動揭開序幕，以歡
樂、開心的方式來認識台南偏鄉
的地方特色。 

10:55~11:10 名星推薦讚聲台南 以模仿新秀張立東模仿阿基
師、伍佰、盛竹如等名人，推薦
本次系列活動及台南特色。 

11:10~11:15 主辦單位長官致詞 ◎邀請主辦單位長官針對本次
系列活動簡要介紹與說明。 
◎致詞長官： 台南市政府秘書
長 

11:25~11:35  來賓長官致詞 ◎邀請指導單位長官與來賓致
詞。 
◎致詞長官及來賓：台南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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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副市長。 

11:35~11:40  啟動儀式 

【南國之光，夢想飛揚】 

◎製作物產特色道具板。 
◎由長官打扮成農夫、漁夫、牧
羊人作為活動代言人。 
◎由農夫將道具推至漁夫，再由
漁夫推向牧羊人，再由牧羊人推
給市長 
◎由市長接下道具板後，將道具
板貼在左右側的主題活動板
上，完成啟動儀式。 

11:40~11:45  媒體聯訪拍照時間 ◎主辦單位長官、來賓以及表演
團體共同於舞臺上合照並接受
現場記者發問。 

11:45~13:30  料理饗宴 ◎貴賓、媒體及主辦單位工作人
員，共同品嚐由內門總鋪師精心
設計用台南在地食材烹煮的美
食。 

 

(二)開幕典禮： 

活動內容：邀請鳳凰擊鼓藝術團以令人震懾的鼓陣為活動揭開序幕，並邀

請台南市各級長官為活動致詞與勉勵，並廣宣台南在地獨到特色農特產的

空飄氣球，象徵將七股農魚特推向全國，推向國際。 

活動時間：2014 年 8 月 16 日 

活動地點：台南市七股區鹽山前廣場舞台 

時間 活動內容 表演者 

10:00~10:30 迎賓舞【敦煌千手觀音】 
南蚵藝夢，大鼓擂鼓 

鳳凰擊鼓藝術團 

10:30~10:40 主持人開場  

10:40~11:00 長官及貴賓致詞 台南市市長：賴清德 
台南市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台南市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台南市市政府觀光局局長 
台南市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台南市七股區區長 
(依邀請貴賓將有所變動) 

11:00~11:05 開鑼儀式 台南市市長：賴清德 

11:05~11:10 象徵活動：夢想推動，物
產推手 

與會貴賓與長官 

11:10~11:30 舞動台南，哪吒保庇 三太子，宋江陣癟眼 

11:30~11:50 歌頌台南，夢想成真 台南市立國樂團，大地合唱團 

11:50~11:55 喜從天降-紅包大放送 【爆破彩球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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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文表演活動： 

活動期間：2014 年 8 月 16 日~2014 年 8 月 17 日共 2 天每天都有不同特色

主題的表演活動，讓民眾在參觀與購買農產品之餘也可以欣賞不同來自台

南各地的不同表演，也提供舞台行銷台南的特色，也邀請許多台南市街頭

藝人表演團體有機會在民眾眼前大展身手。 

a.表演活動第一天：看見古都，技藝大賞 

活動時間：2013 年 2 月 28 日 

活動地點：台南七股文化村廣場 

活動內容： 

時間 表演內容 

13:00~13:15 朱宗慶打擊樂團 

13:15~13:30 哈旗鼓文化藝術團 

13:30~13:45 威鴻傳藝民俗藝術團 

13:45~14:00 索拉舞蹈空間舞團 

14:00~14:15 農特產品一元競標 

14:15~14:30 舞境界舞團 

14:30~14:45 互動趣味遊戲 

14:45~15:00 台南市兩廣龍獅戰鼓團 

15:15~15:30 鴻濤說唱藝術團 

15:30~15:45 南台科技大學南星民謠吉他社 

15:45~16:00 仁武民軒文化藝術團 

16:00~16:15 爵劇影色舞團 

16:15~16:30 佳興民俗宋江陣 

16:30~16:45 台南大學熱舞社 

16:45~17:00 台南市客家文化藝術團 

17:00~18:00 中場休息 

18:00~18:20 橘兒童舞蹈團 

18:20~18:40 台南市爵士芭蕾舞團 

18:40~19:00 台南藝術大學民俗技藝表演 

19:00~19:30 農特產品叫賣秀 

19:30~19:50 成功大學國標舞社 

19:50~20:10 虹薇舞蹈團 

20:10~20:30 台南囝仔舞團 

20:30~20:50 原味大賞-南島舞集 

20:50 炫麗煙火秀 

b.表演活動第二天：南國之光，夢想飛揚 

活動地點：台南七股文化村廣場 

活動內容： 

時間 表演內容 

14:00~14:30 麥片多如意 

14:30~15:00 小太陽走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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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海洋爵士樂團 

15:30~16:00 RELXA 樂團 

16:00~16:30 打狗亂歌團 

16:30~16:40 互動趣味遊戲 

16:40~17:00 台南市大地音樂奏唱團 

17:00~17:10 有獎徵答 

17:10~17:30 世紀少年兒童合唱團 

17:30~18:00 紅色炸彈爵士樂團 

18:00~18:30 仙境陶笛重奏樂團 

18:30~19:00 心傳木吉他樂團 

19:00~19:30 瘋狂蝸牛音樂表演團 

19:30~20:00 生命力樂團 

20:30~21: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德生教會德生樂集 

21:30~21:50 台南市立民族管弦樂團 

21:50~ 炫麗煙火秀 

17:30~18:00 表演活動結束準備閉幕晚會 

 

(四)閉幕晚會暨蚵男美味饗宴 

活動時間： 2014 年 8 月 17 日（日） 

活動地點：台南七股文化村廣場 

活動內容：邀請台南七股在地住民的養殖漁業等，總埔師用台蠻特色農特

產品設計一系列菜色，席開 80 桌開放民眾訂購，還有一系列精采的表演，

讓與會的貴賓與民眾除了大啖美食外還可以欣賞精彩的表演。 

晚會內容： 

時間 表演內容 

18:30~19:00 董事長樂團 

19:00~19:30 南台灣交響樂團 

19:30~20:00 台語天王-翁立友 

20:00~20:20 國際知名民俗技藝團-虎劇團 

20:20~20:40 百萬王子-許富凱 

20:40~21:00 摸彩活動 

21:00~21:20 小丑造型氣球秀-捲毛 

21:20~21:40 在地樂團-滅火器 

21:40~21:50 南台在地的故事-蚵男不難 

21:50~22:00 閉幕儀式-薪火相傳+閉幕煙火秀 

 

(五)體驗活動：漫遊鹽山 

活動時間：2014 年 8 月 18 日~2014 年 8月 16 日 10:00~17:00 

活動內容：由在地志工帶領民眾登鹽山 ─ 遊鹽屋 ─ 採水車 -鹹冰棒─ 

腳踏船 ─ 不沈之海 SPA ─ 沙灘車 ─ 地方美食 ─ 諾鹽罐 DIY ─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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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河遊戲） 

•目的：了解鹽

的製程不易。 

 
鹽鹽夏日 

•（齊眉棍遊戲） 

• 目的：體恤蚵

仔得來不易。 

 
蚵骨民心 

• （兩人參腳遊戲） 

• 目的：體驗烏腳

病，行動不便。 

愛烏及烏 

•（捏泥巴遊戲） 

•目的：培養對偏

鄉的藝術視野。 

察鹽觀色 

園車 ─ 沙灘車 ─ 生技店購物 ─ 鹽山咖啡館-遊潟湖等景點，沿途導

覽解說。 

 

 (六)體驗活動：鹽山文化村導覽 

活動時間：2014 年 8 月 16 日~2014 年 8月 17 日 10:00~17:00 

活動內容：由在地志工帶領民眾，參觀台南七股鹽山文化村，包含輕食區、

販售區、廚藝教室、DIY 教室、故事館、視聽教室等，藉此讓民眾了解物

產館內各區的功能。 

      

 

 

(七)體驗活動： "蚵男"尋真相（闖關活動） 

a.活動時間：014 年 8 月 16 日~2014 年 8月 17 日 10:00~17:00 

b.活動內容：以台南最具特色的蚵男為主題，所設計的闖關遊戲，藉由闖

關寓教於樂的方式來讓民眾們在遊戲中可以體會到當地的文化，每個遊戲

都有象徵要傳達的意涵，闖關之後會讓提供民眾商品優待卷，也變相的帶

動商機，最後在晚會時進行抽獎活動，也鼓勵民眾了解偏鄉文化的美好。 

 

 

 

 

 

 

 

 

 

 

 

 

 

 

圖五、鹽山文化村圖 
圖六、鹽山廣場圖 

圖七、"蚵男"尋真相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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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教案設計： 

 

 

活動名稱 2.蚵骨民心（齊眉棍遊戲） 對  象 １２歲以上 

活 動 

目 的 

體驗養蚵的漁民每天要在水裡同心其力的把撿柯娜種辛

勞，藉由遊戲來任民眾體恤我們吃的蚵仔得來不易。 

小組人數 ８人─１２人 

適合地點 湖畔外走廊 

注意事項 

and 

分享重點 

１﹑當屢次無法成功時，是否有種想作弊（手離開了棍子）

的感覺。 

２﹑有沒有想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３﹑過程中遇到什麼問題，造成無法達成目標。 

４﹑是否體驗到團體一致性的重要呢？ 

５﹑經過討論後，看看團隊是否增加了很好的合作默契。 

器  材 齊眉棍１支 

所需時間 活動項目 執 行 方 式 

活動名稱 1.鹽鹽夏日（硫酸河遊戲） 對  象 5歲以上 

活 動 

目 的 
在活動過程中了解鹽的製造過程中，得來不易。 

小組人數 １２人以上 

適合地點 鹽山 

注意事項 

and 

分享重點 

遊戲中強調團隊合作的力量很重要，體驗象徵以前農民、

漁民生活的辛苦。 
器  材 

數張墊子（數量

比參與人數多

一張） 

所需時間 活動項目 執 行 方 式 

４０分鐘 

參考情境設計 

 

 

 

 

 

規則說明 

 

 

 

 

情境塑造：我們有一位伙伴正被敵方俘虜，需要各位一起來加入搶救

計畫，但是敵方在基地周圍挖了一條鹽巴步道，必須穿越這條鹽巴步

道才有辦法救到我們的夥伴。 

目前我們發明的一項法寶可以對抗硫酸的侵蝕，屆時每一個人手上都

會有一塊墊子，他的能量來自你的信念，你必須想出你認為一個好的

團隊所具備的要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並將這股信念灌輸到墊子中才

能發揮效用。 

當各位將你們的信念灌輸進去後，我們就必須利用這些墊子來度過硫

酸河，要記住墊子絕對不能離開身體的任何部位，只要一離開墊子就

會失去效用被硫酸給侵蝕掉，也不可以用摩擦墊子的方式過河。 

在這個搶救計畫中，必須全部人都須過河，其中只要有人身體任何部

位去碰觸到硫酸，計畫就失敗必須從來。 

現在請各小隊思考一下你們將利用什麼方式來過河。 

過關的小隊依速度，依序在榮譽榜加上六、四、二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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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參考情境設計 

 

規則說明 

 

 

 

一起將齊眉棍緩緩的昇起來。 

１﹑組員兩相對成兩排，蹲下並伸出食指，與對面夥伴相互並排交錯。 

２﹑將齊眉棍放在所有夥伴的食指上。 

３﹑每位夥伴的食指都不可以離開齊眉棍，並且一起慢慢的站起來；

手指要碰到棍子且盡量保持平衡。 

＊可試著用不同材質輕一些（吸管連接起來）或重一點的棍子代替。 

 

 

活動名稱 3.愛烏及烏（兩人參腳遊戲） 對  象 5歲以上 

活 動 

目 的 

 七股地帶有些地區受到工業重金屬排放污染非常嚴重，很多

居民曾經因此得了「烏腳病」，行動不便，藉由兩人參腳體驗

那種不便，也傳達出人情互助的溫暖，更反思環境破壞對偏鄉

所帶得的嚴重迫害。 

小組人數 ２人─２０人 

適合地點 室內室外皆可 

器  材 繩子 

注意事項 

and 

分享重點 

讓學員自行先訂定目標，可達成的最大範圍，待凝聚共識後，慢慢往更高的目標前進，

鼓勵學員試試看，多給予信心。 

若有學員一開始就訂出很高的目標，會造成團體信心的不足。 

所需時間 活動項目 執 行 方 式 

３０’ 

 

規則說明 

 

 

1.帶領小朋友到操場或空地 

2  將小朋友分成數隊，10~12人一隊，每對成兩路縱隊排列於同一起

點線後，相鄰兩人為一組，教師指導各組小朋友先將兩內腳靠攏，用

用布袋綁住，也可不必綁上帶子，以為護安全。 

3  在每隊前十五公尺插一小旗，為折返點。遊戲開始後，各隊第一組

同學即勾肩搭背向前跑，至折返點折回後，以手碰觸地二組同學，即

完成接力動作。其他小朋友依此方式全部跑完。 

4  如果腳上沒綁帶子，途中應注意內腳步伐應一致，不可各跑各的否

則以犯規論。  

 

 

活動名稱 4.察鹽觀色（捏泥巴遊戲） 對  象 不限 

活 動 

目 的 

 體驗用鹽巴做出藝術品的成就感，感受原來一般吃的鹽也可

以如此的有創意的形式呈現。 

感受藝術是無所不在的，所有的藝術品都可以從身旁的一些生

活用品來創造，來培養對偏鄉的藝術視野。 

小組人數 不限 

適合地點 室內攤位 

器  材 鹽，水，皿器 

注意事項 

and 

分享重點 

讓學員自行發揮創意、天馬行空的創作出作品，慢慢往更高的目標前進，鼓勵學員試試

看，多給予信心。 

不管年紀都可以試試看，會有不同的作品也都需要好好鼓勵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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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時間 活動項目 執 行 方 式 

３０’ 

 

規則說明 

 

1．培養想像、造型、創造和合作能力。 

2．在歡樂的氣氛中體會美術的樂趣。 

3學習簡單的陶藝製作方法，體驗你的特性 

4以生活為源泉進行創作，小工具的使用。 

 

(八)農特展品展售 

活動時間：2014 年 8 月 16 日~2014 年 8月 17 日 9:00~17:00 

活動地點：鹽山旁規劃攤位區 

活動內容：以館內販賣區的七股首選之農特產品、有機農特產品、海鮮海

產、海鮮加工食品、精緻在地伴手禮盒為主要銷售內容，並邀請台南各地

農會產銷班前往設攤，並且也會有鹽山雕刻藝術的展覽攤位，結合美學藝

術於此，公開招商吸引各特色攤販前往設攤，讓活動更加多元。 

   並且推行人氣農特產品票選，以館內販賣區的高首選之農特產品、有

機農特產品、海鮮海產讓參予民眾現產進行票選，並於閉幕晚會由人氣農

特產品所投之票，抽出幸運兒，將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之獎品。  

 

柒、 場地配置圖 

一、活動地圖： 

 
圖八、活動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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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地佈置示意圖 

  

 

 

 

 

 

 

 

 

 

 

 

 

 

 

 

 

 

 

 

 

 

  

噴水池 

走
道 

主舞台 獨家贊助商 贊助商*9 

紀念品販售處 

紀念品販售處 

紀念品販售處 

兌換區 

兌換區 

鹽鹽夏日 

鹽鹽夏日 

鹽鹽夏日 

察鹽觀色 

察鹽觀色 

  休息區 化妝室 

服務台

所區 

 化妝室 

服務台 

服務台 

服務處 服務處 

醫療站 醫療站 

愛烏及烏 
愛烏及烏 

兌換區 

兌換區 

愛烏及烏 

愛烏及烏 

察鹽觀色 

察鹽觀色 

蚵骨民心 

 

蚵骨民心 

蚵骨民心 

 

蚵骨民心 

 

蚵骨民心 

 

蚵骨民心 

 

出入口 

鹽鹽夏日 

流
動
廁
所
區 

 

停車場 

 

停車場 

 鹽山 

圖九、場地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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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人事行政組 文案企劃組 活動規劃組 媒體公關組 美編設計組 行銷贊助組 

執行秘書 

捌、 職責分配表 

一、 組織架構 

 

 

 

 

 

 

 

 

 

 

 

二、 各職務工作內容 

職位 工作內容 

執行長 確立團隊目標、公部門溝通協調之角色 

執行秘書 輔助執行長業務 

人事行政組 人事招募、公文撰寫及其他庶務等 

文案企劃組 活動提案、主題、標語及相關文案等 

活動規劃組 尋找表演團體、藝人及活動執行流程安排等 

媒體公關組 媒體公關操作、記者會舉辦、對外發言等 

美編設計組 相關文宣設計編排及印刷等 

行銷贊助組 整合行銷資源，尋求贊助廠商等 

 

三、 工作人員配置表: 

 
工作人員

數∕攤 
攤位數 總人數 說明 

紀念品販售處 5 3 15 
販賣活動周邊商品及各項精

美禮品。 

鹽鹽夏日 10 2 20 

維持遊戲的進行與說明規

則，過程中避免犯規並注意

安全問題。 

圖十、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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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骨民心 3 4 12 

遊戲中說明規則與維持秩

序， 

避免違規或是破壞道具。 

察鹽觀色 3 4 12 說明協助並維持攤位的整潔 

愛烏及烏 7 3 21 
維護現場參賽者秩序及安

全，且每一輪需整理場地。 

服務處 3 2 6 提供諮詢及各行政事務理。 

醫療站 4 2 8 
提供緊急事故醫療處理，及

一般民眾受傷用。 

參賽者服務區 10 10 100  

交通引導與控管 10 2 20  

總計 55 32 202  

 

玖、 廣宣計畫 

 

 

 

 

 

 

 

  

廣告 公關 文宣品 

平面媒體 

電子媒體 

電視媒體 

戶外看版 

新聞稿發佈 

記者會 

策劃報導 

海報 

旗幟 

宣傳 DM 

紀念品 
 

戶外看版 

酷卡 
 

社群部落 

圖十一、廣宣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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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廣宣形式： 

透過平面媒體、電子媒體以及戶外看板之廣宣方式，將活動訊息提構給大

眾，刺激民眾參與活動之動機。而個媒體其中包跨： 

1.平面媒體：報章雜誌、海報、旗幟、酷卡。 

2.電子媒體：網站連結、facebook 粉絲頁、部落格、廣播 

3.電視媒體：電視廣告、新聞 

4.戶外看板：電子看板、捷運車廂、公車車身 

二、活動中廣告宣傳與動員計畫 

(一) 廣告宣傳通路： 

 平面媒體： 

包含海報、E-DM 、Email 寄送、創意短片拍攝 

 網路媒體： 

1. Facebook：設置粉絲專業以及活動頁面(為目前台灣最大社群網站) 

2. BLOG：公布注意事項以及可以統計訪客流量 

3. BBS：目前台灣整合最佳的資訊交換中心，客群為大專學生 

4. Youtube：迅速上傳上網的短片交流中心 

(二) 廣告宣傳流程 

 活動前： 

1. 海報 

    於各大學、高中校校務入口處申請貼製海報，尤其於大專院校、

高中補習班集中的台北車站、台北縣市。亦寄送至外縣市學校的學

務處幫忙張貼。 

2. Facebook & BLOG 

    於 Facebook創設粉絲專頁以及活動頁面並同時放置於 BLOG中，

定期更新宣傳影片、宣傳照片、活動辦法、優惠等，再輔以行銷企

劃中設置獎品吸引轉貼轉分享達到宣傳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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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BS 

BBS 製作進版畫面、並定時轉文到各學校 BBS 站、轉貼至各大

學活動版以及大系系版，諸如長庚巧克力、中正築夢等……。 

4. E-DM & 電子信件 

製作 E-DM 並夾帶進 Email 寄至大專院校各系系辦、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以及各公司行號信箱並註明歡迎公司團體職員成員報

名、團報優惠…等。E-DM 中亦含有活動主旨、目的，期待達到公

司學校認同，鼓勵學校學生或職員參加。 

5. 創意宣傳短片 

    於宣傳期間內拍攝宣傳短片三支，並於 Youtube 上傳 30 秒枝

宣傳短片，以「文化、產業、藝術」為元素、「七股、偏鄉轉型」

為主題，分成三個階段上傳並同步更新在 Facebook 頁面以及

BLOG。 

 

 活動過程： 

1. 攤位圍欄 

    攤位的圍欄利用編繩並掛置海報，在媒體拍攝時達到宣傳活動、

回饋贊助廠商、以及阻隔人群的多重效果。 

2. 媒體報導 

    邀請媒體記者報導並採訪主辦單位，宣傳理念以及活動方式，

期待結合藝術與產業創造足夠話題性，並請主持人於活動中當場介

紹大型公司職員團隊、以及團體報名的同學，達到盛況空前的效

果。 

3. 主螢幕投影 

    活動中的舞台大螢幕短片以及幻燈片輪流撥放，除了可以增加

印象、炒熱氣氛外，更可以搭配贊助宣傳回饋廠商。(幻燈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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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亦可撥放贊助商宣傳短片以及請活動主持人宣傳贊助商)。  

5. 攤位廣告 

    於遊戲活動攤位、服務攤位、贊助商攤位掛製海報、旗幟以及

未發完的小 DM，善用空間。 

 活動結束 

    活動相關照片及媒體相關報導將更新至最新資訊，並上傳至

Facebook、BLOG...等網路平台，期待明年再次舉辦時，參與人數可以

更踴躍。 

 

(三) 行銷方式： 

 網路平台 Facebook 轉載及分享 

   透過社群平台 Facebook 創立活動粉絲專頁的頁面，凡是個人透過

頁面上的報名資訊、宣傳海報及創意短片的分享達 10 則者，可於活動

當天項補給站領取精美小道具(於報到時給工作人員確認)。 

 團報優惠 

    凡是公司、學校、機關團體報名達十人以上、可享購買優惠價九

折優惠，凡人數達二十人以上者，除可享有團報優惠價外，並可獲得

加贈治裝費用八折之優惠，所有團報優惠皆須填寫網路團體報名表。 

 製作影片競賽  

    活動開跑後，民眾可寄送三十秒創意短片至協會參賽，主辦單位

將於活動前兩個月進行網路票選，評分方式以點閱率、按讚數量及創

意內容評分進行選拔，前三名皆可獲得精美獎品，詳細辦法將由主辦

單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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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時程進度表 

       時間（年） 

           

              （月） 

 工作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場地租借 
. .          

租借物品、道具 
   . . .      

招商進駐 
. . . .        

媒體公關、廣告企劃 
  . . . .      

會場周邊佈置 
      . . . . . 

聯絡表演團體 
 . . .        

聯絡藝人 
 . . .        

交通、醫療設備安排 
      . . .   

搭建舞台、音響燈光 
         . .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 媒體效益 

1.質化效益： 

 影視媒體新聞：台視、中視、華視、緯來、TVBS、中天，六家新聞台 

平面媒體報章雜誌：運動報章雜誌；娛樂報章雜誌；社會報章雜誌 

EDM 的普及：遍及 93 所大專院校、500 家各大企業公司。 

圖十二、時程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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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化效益：  

 Youtube 影片點閱數達 100,000 次。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數達 100,000、分享數達 1,800 則。 

 E-mail  EDM 普及 600 家以上的公司、學校。 

 影視媒體效益： 

一則新聞 1,750,000 人觀看，六家新聞台約 105,000,000 

 平面媒體效益 

一篇報章雜誌 1,250,000 人閱讀，三家報章雜誌約 3,750,000 

 

二、 經濟效益(預估數量參考標準為參加人數的 50%) 

單位：新台幣(元) 

預估項目 預估金額 預估人數 總計效益 

產業收入 500 5,000 2,500,000 

文化周邊商品 500 5,000 2,500,000 

餐飲及飲料 500 5,000 2,500,000 

住宿及交通費用 800 5,000 4,000,000 

其他周邊商家 500 5,000 2,500,000 

總效益達 1,400 萬元以上 

 

三、 後續效益 

1.台南七股鹽田文化村：藉由活動的吸引，導入人潮提升知名度，發展地

方特色帶動日後觀光產業的發展，提升營業額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2.品牌形象建立：當一個文化結合物產的主題性活動做得出色時，此時便

達到至入性行銷的境界，使民眾不知不覺接受這要的產品，並口而相傳建

立口碑，加上媒體深度報導下，藉此建立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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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效益：藉此此活動提申社會大眾休閒品質，喚起民眾對於在地農特

產品之了解與在地文化的認知，讓台南七股文化村成為台南市民週休假日，

休閒娛樂的好去處。 

4.文化傳承：讓民眾了解在地文化與在地表演團體，藉此為各團體做宣傳，

讓這些表演團體能有更多新血投入，讓著有文化之都的台南，能永續發展

下去，也讓許多讓人遺忘的傳統技藝能得以保存。 

 

四、 其他效益 

1. 活動滿意度 

    本次活動將以問卷方式回收參加者對於此次的滿意度，問卷評

量受針對題目所敘述，可選擇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

非常滿意等五個等級來勾選。每個等級皆有不同的分數級距，並將

調查結果透過研究方法計算出平均值及標準差，並以圖表方式呈現

其結果，預估滿意及非常滿意兩項指標能達到 80%以上。 

    問卷內容將會加入建議欄，提供參加者反映其問卷設計不足之

地方，並針對參加者所提供之建議，作為下次活動改善之依據。 

2. 活動報名人數 

    本次活動將透過平面媒體報導及透過 Facebook 成立粉絲專頁

曝光活動內容，其次將透過官方網站之建立達到相關宣傳效果，另

外將活動文宣及海報寄送至政府單位及學校機關團體加強推廣，透

過以上方式預估活動報名人數達 10,000 人以上。 

3. 活動參加人數 

    本次活動可以透過官方網站的報名系統進行線上報名，而開放

人數為 10,000 人，報名期間至活動當天將每隔兩週推出創意宣傳短

片，增加參與民眾對活動的參與意願，預估當天活動實際參加人數

網路報名達 90%以上，而當天現場報名、參與相關活動及參觀民眾

達 1,5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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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經費預算 

一、經費預算表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金額 說明 

人事費用 

 

工作人員 495,000 110元×9小時×500人 

表演團體 12,500 開幕表演 

服裝設計 20,000 文化產業表演人員設計費 

道具設計 20,000 文化產業表演人員設計費 

技術人員 10,000 10人×$1000 

小計 562,000  

事務費用 

場地費 300,000 (含 25,000元保證金，舞台+攤位) 

保險費 375,000 25元/人 共 15000人 

小計 675,000  

業務費用 

行政費 20,000 籌備期間行政事務開銷 

宣傳品印刷費 3,500 小 DM、海報等其他宣傳品印製 

宣傳旗幟 17,500 旗架 (250/組共 40組) 旗幟(150/面共 50匹) 

場佈製作費 1,000,000 
舞台佈置費用、搭棚、椅子、桌子租借費用、遊

戲地點、舞臺佈景製作及施工 

宣傳費 30,000 網路、平面宣傳費用 

小計 1,071,000  

旅運費用 

貨運費 50,000 遊戲道具、服裝、前台 

誤餐費 50,000 100元/人共 500人 

小計 100,000  

設備費用 

服裝道具製作費 100,000 服裝、道具材料及製作 

煙火秀 200,000 開幕煙火 

舞台/燈光/音響 200,000 8顆 par燈、20吋喇叭、truss舞台 

小計 500,000  

活動費用 

證書製作 25,000  

活動嘉賓邀請 30,000 造勢晚會，記者會 

紀念商品 1,000,000 T恤、貼紙、鑰匙圈等 

小計 1,055,000  

其他費用 
雜支 100,000  

小計 100,000  

總計 4,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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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用 

事務費用 

業務費用 

旅運費用 

設備費用 

活動費用 

其他費用 

金額 

廠商報名收入 

台南市政府自籌款 

擬申請贊助金額 

 

二、預算經費比例分析圓餅圖 

 

 

 

 

 

 

三、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 金額 備註 

廠商報名收入 500,000  

台南市政府自籌款 3,200,000  

擬申請贊助金額 381,000  

 

 

  

圖十三、預算經費比例分析圓餅圖 

圖十四、經費來源比例分析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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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風險管理 
風險分析 風險內容 

內部風險 

意外風險： 

參加本活動南蚵藝夢台南七股文化藝術節，由於過程中有闖關

以及體驗等戶外活動，過程有受傷的風險。 

人員出包風險： 

活動中有許多工作人員是委外聘用或是廠商協助人員，但誰都

不能保證活動當天不會出包。 

開銷超額風險： 

每個活動都是需要資出的，但有可能活動後發現實際資出與預

算落差太大，造成缺口的問題！ 

外部風險 

雨天風險： 

本活動主要是在戶外所舉辦，不管是舞台還是攤位揭示在廣場

前所進行，當天公不作美時，下雨天許多活動皆無法進行。 

參與度風險： 

活動預期效益與目標中皆提到預期希望達到多少參加人數，但

活動當天有可能會有預估落差的問題！ 

效益跳票風險： 

預期效益中估計活動結束後實質上能打響多少知名度，交誼行

銷策略產生更多的商機，但總會有跳票的風險存在。 

 

風險名稱 解決辦法 

意外風險 

活動執行前招開緊急疏散計畫會議，讓每位工作組員了解書

賽時該如何指揮成員進行疏散工作，讓所有工作人員成為警

急疏散計畫的第一線人員。 

人員出包風險 
預防人員出包問題，採取責任制度，與各廠商事先簽訂契約

約束，強調每部門皆為活動的重要環節不可出錯！ 

開銷超額風險 
審核預算與結算需更加仔細，並確定所有帳皆對，沒有任何

黒帳產生，並設置財務部門有效控管活動的總開銷。 

雨天風險 

如預颱風警報，台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則活動取消

或即時延期。活動進行中如下雨，將整個活動場放在太空包

中進行活動，避免因天候打亂活動進行，現場準備輕便雨衣

供民眾使用。 

參與度風險 預估人數分析前事先做好確定參加的人數統計。 

效益跳票風險 

預期效益總是很難完全 100％正確，為了避免跳票產生，應當

各項分析更加詳細注意細節與方向，若產生跳票也應立即檢

討問題所在造成與預期之落差，讓下次活動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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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贊助企畫 

【鑽石贊助商_100萬元(限額 2名)】 

《或等值現金商品》 

鑽石贊助商回饋 

項目 內容 單位 備註 

活動現場 

主舞台背板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 TRUSS Logo+名稱露出 2 式  

工作人員工作服 Logo+名稱露出 200 人  

LED 手環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紙袋 Logo+名稱露出 1 式  

現場攤位 1 攤  

鑽石贊助商宣傳版 4 式 200*150 

贊助商活動指引旗 20 支  

主持人台宣感謝 2 次  

贊助商贈品類 Giveaway 發送   

贊助商 PPT 輪播 30 分鐘   

舞台時間 10 分鐘   

問卷發放許可   

網路宣傳 

活動宣傳影片 Logo+名稱露出   

官方網站 Logo+名稱露出   

FB 粉絲團 Logo+名稱露出   

FB 活動板 Logo+名稱露出   

校內活動相關訊息信件發送 50,000 封  

媒體/廣播宣傳 
電子新聞稿中特此感謝   

廣播宣傳中特此感謝   

平面宣傳 

活動 DM Logo+名稱露出   

校園海報 Logo+名稱露出   

大型看板 Logo+名稱露出   

報紙新聞稿中特此感謝   

其他 
感謝狀(表框) 10 份  

列為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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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贊助商_50萬元】 

《或等值現金商品》 

白金贊助商回饋 

項目 內容 單位 備註 

活動現場 

主舞台背板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 TRUSS Logo+名稱露出 2 式  

工作人員工作服 Logo+名稱露出 200 人  

LED 手環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紙袋 Logo+名稱露出 1 式  

白金贊助商宣傳版 3 式 200*150 

贊助商活動指引旗 15 支  

主持人台宣感謝 2 次  

贊助商贈品類 Giveaway 發送   

贊助商 PPT 輪播 30 分鐘   

問卷發放許可   

網路宣傳 

活動宣傳影片 Logo+名稱露出   

官方網站 Logo+名稱露出   

FB 粉絲團 Logo+名稱露出   

FB 活動板 Logo+名稱露出   

校內活動相關訊息信件發送 30,000 封  

媒體/廣播宣傳 
電子新聞稿中特此感謝   

廣播宣傳中特此感謝   

平面宣傳 

活動 DM Logo+名稱露出   

校園海報 Logo+名稱露出   

大型看板 Logo+名稱露出   

報紙新聞稿中特此感謝   

其他 
感謝狀(表框) 10 份  

列為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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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贊助商_30萬元】 

《或等值現金商品》 

黃金贊助商回饋 

項目 內容 單位 備註 

活動現場 

主舞台背板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 TRUSS Logo+名稱露出 2 式  

活動紙袋 Logo+名稱露出 1 式  

黃金贊助商宣傳版 2 式 200*150 

贊助商活動指引旗 10 支  

主持人台宣感謝 1 次  

贊助商 PPT 輪播 30 分鐘   

網路宣傳 

活動宣傳影片 Logo+名稱露出   

官方網站 Logo+名稱露出   

FB 粉絲團 Logo+名稱露出   

FB 活動板 Logo+名稱露出   

校內活動相關訊息信件發送 10,000 封  

媒體/廣播宣傳 電子新聞稿中特此感謝   

平面宣傳 

活動 DM Logo+名稱露出   

校園海報 Logo+名稱露出   

大型看板 Logo+名稱露出   

其他 感謝狀(表框) 8 份  

【藍寶石贊助商_20萬元】 

《或等值現金商品》 

藍寶石贊助商回饋 

項目 內容 單位 備註 

活動現場 

主舞台背板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 TRUSS Logo+名稱露出 2 式  

藍寶石贊助商宣傳版 2 式 200*150 

贊助商活動指引旗 5 支  

贊助商 PPT 輪播 30 分鐘   

網路宣傳 

活動宣傳影片 Logo+名稱露出   

官方網站 Logo+名稱露出   

FB 粉絲團 Logo+名稱露出   

FB 活動板 Logo+名稱露出   

校內活動相關訊息信件發送 5,000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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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宣傳 
活動 DM Logo+名稱露出   

校園海報 Logo+名稱露出   

其他 感謝狀(表框) 5 份  

【紅寶石贊助商_10萬元】 

《或等值現金商品》 

紅寶石贊助商回饋 

項目 內容 單位 備註 

活動現場 

主舞台背板 Logo+名稱露出 1 式  

活動 TRUSS Logo+名稱露出 2 式  

紅寶石贊助商宣傳版 2 式 200*150 

贊助商 PPT 輪播 30 分鐘   

網路宣傳 

活動宣傳影片 Logo+名稱露出   

官方網站 Logo+名稱露出   

FB 粉絲團 Logo+名稱露出   

FB 活動板 Logo+名稱露出   

校內活動相關訊息信件發送 2,000 封  

平面宣傳 活動 DM Logo+名稱露出   

其他 感謝狀(表框)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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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感謝狀

 

圖十五、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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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交通指南 

國道一號：南下及北上，皆從麻豆佳里交流道下，往佳里方向沿 176縣道，接台

17線再自 176號或 34-1號即可到達七股鹽場，路程約 20～30分鐘。以上各路

線沿途皆有指示牌指引遊客到達七股地區。 

鐵路：自新營或台南市下車，搭乘興南客運班車往佳里，再轉興南客運往七股台

區之班車，在「鹽山站」下車。 

圖一、南部北上 

 

 

 

 

 

 

 

 

 

圖一、北部南下 

 

圖十六、北上交通圖 

圖十七、南下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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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住宿資訊 

 

飯店名稱 地址資訊 

 

溪南春休閒渡假漁村 

 

住址： 724 台南縣七股鄉溪南村 42 號之 1  

電話： (06)7874365  

七股朋友的家 住址：台南縣七股鄉義合村 65-17 號  

電話：06-789-2520 0933-276-609  

春園民宿 
住址：台南縣七股鄉看坪 46-10 號  

電話：06-7895588 

南元農場 地 址：台南縣柳營鄉果毅村南湖 25 號  

電 話：06-6990726 傳 真：06-6991891  

塩鄉民宿 地址：台南縣北門鄉永華村井仔腳 57 號  

電 話：06-7862643  

DocuSign Envelope ID: F00D78D1-2608-483F-BB93-F376772637ED

http://cigu.tybio.com.tw/service/03c_view.jsp?BULL_ID=945
http://cigu.tybio.com.tw/service/03c_view.jsp?BULL_ID=945
http://cigu.tybio.com.tw/service/03c_view.jsp?BULL_ID=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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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活動調查表 

 

圖十八、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台南七股文化藝術節-紅動滿意度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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