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海端有水好好玩、新武呂溪漂漂河淨灘親水活動簡章 

一、指導單位：臺東縣政府、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二、執行單位：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三、協辦單位：臺東縣海端鄉鄉民代表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工程處、海端鄉海端村辦公處、

海端鄉新武部落會議、熊出沒戶外休閒服務企業社、布

農天馬登山休閒企業社 

四、活動日期：110 年 11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09:00-14:00 

五、活動會場：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新武橋畔

(https://goo.gl/maps/rNHQBqBHckA7bQJT8) 

六、活動內容： 

活動項目 新武呂溪漂漂河體驗 

報名費 NT$200元 

晶片押金 無 

限定人數 300人 

報名限定物 
公共意外險、風味餐及體驗劵、精

美帽子及毛巾等(憑身份證件至服

務台領取) 

報名日期 
即日起開放報名： 

110年 11 月 5日晚上 24時截止，

額滿即停止受理報名。 

活動項目及分組 不分組(不限年齡)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備註 

0800-0900 工作人員場地布置 
 

0900-0930 報到-領取本所紀念品 
參加人員須至報到處報到，領取餐卷、紀念

品及工具 

0930-1000 開幕儀式 包含主持人開場、長官致詞、活動操 

1000-1200 淨灘親水活動 往上游淨灘及漂漂河活動至新武橋 

1200-1400 
用餐-享受大自然音樂

洗禮 
本所結合部落辦理河灘野餐音樂會(純音樂) 

1330-1400 閉幕儀式-賦歸 
 

 

備註： 

1. 溫馨提醒：響應環保概念請自備環保碗筷及環保杯，大會提供餐具租

借服務及桶裝水。 

2. 若有需要衣物保管，請自備衣物保管袋，裝妥隨身物品。大會開放寄

物服務，如有親友需寄物服務，請與體驗來賓一起寄放(多人同行一人

代表寄物)。寄物/領物時間：2021 年 11 月 13日上午 09:00 起至活動

結束前領取完畢，若超過時間未領取，寄物品將列為遺失物處理。 

3. 寄物方式：憑報名回條至寄物區寄物，並讓工作人員於號碼上註記。

領物方式：憑寄物號碼至原寄物處領取寄物，並讓工作人員於號碼上

註記。禁止寄放物品：禁止寄放容易打翻或髒汙的飲料及食物、活體

動物(如：狗、貓)及危險物品(如：打火機、爆竹) 。大會僅提供臨時

寄物功能，敬請減少您的行李，寄物物品請做好防護措施，大會不負

遺失或損壞之責任，若有貴重物品請自行斟酌是否寄放。 

七、退費辦法 

1. 本活動報名於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5 日 24 時截止，只要報名並完成

繳費手續之參賽者，因故無法參加本賽事，均可透過報名系統提出退費

申請或更名取代，參賽選手更換免費服務，取消報名則退費，另扣手續

費及行政費 100 元後，退還報名費，報名截止後恕不退費。 

2. 團體報名只能整筆訂單申請退費，一律由領隊申請退費，團員不得以個

人名義申請退費。 



3. 因疫情或天然災害之事由致活動無法舉行者，主辦單位得另定活動日期，

或酌收手續費及行政費(100元)後退還報名費，另定活動日期，無法參

與者，亦同。另定活動者，參與者無參與意願，應於簡章公告七日內申

請退費；逾七日申請者，主辦單位得不受理申請。 

八、體驗淨灘親水活動位置圖 

 

 
 

九、報名時間 

統一採線上報名 2021海端有水好好玩、新武呂溪漂漂河淨灘親水活動 

(focusline.com.tw)，即日起至 2021年 11 月 5日 晚上 24:00pm 截止，額滿

即提前停止受理報名。 

十、報名及繳費方式： 

1. 本次活動僅採用網路報名，請參加者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 

2. 報名形式分：(1)個人報名 (2)團體報名。 

3. 填寫網路報名資料後系統會產生一組繳費帳號，每組帳號均為唯一帳

號，不會與它人或其它參加團隊重複，請依照指定時間內進行繳費才

算完成報名。 

4. 繳費方式： 

ibon 繳費（7-ELEVEN） 

(1)繳費流程：完成線上報名後，會取得 i-bon 的繳費代碼 → 憑此

代碼至全省 7-ELEVEN 超商門市→ibon 首頁→點選【代碼輸入】→

https://www.focusline.com.tw/11113WR/Activities/Activities.aspx?Page=Txt201706221532139638_ran
https://www.focusline.com.tw/11113WR/Activities/Activities.aspx?Page=Txt201706221532139638_ran


請輸入 CCAT開頭之 16字繳款碼→確認繳費項目→點選【確認，列印

繳費單】→持繳費單到超商櫃檯繳費。 

(2)選用 i-bon 繳費者請注意，單筆金額超過 20,000元以上，系統會

依金額拆成多筆訂單。 

(3)每筆訂單須酌收 30元手續費。 

(4)詳細繳費方式請參考 ibon代碼輸入繳款 說明。 

Famiport 繳費（全家） 

(1)繳費流程：完成線上報名後，會取得 famiport 的繳費代碼 → 

憑此代碼至全省 FamilyMart 超商門市→famiport 首頁→點選【繳

費】→點選【代碼繳費】→確認閱讀條款→請輸入 14個字之繳款碼

→確認繳費項目→點選【確認，列印繳費單】→持繳費單到超商櫃檯

繳費。 

(2)選用 famiport 繳費者請注意，單筆金額超過 20,000 元以上，系

統會依金額拆成多筆訂單。 

(3)每筆訂單須酌收 30元手續費。 

(4)詳細繳費方式請參考 famiport 代碼輸入繳款 說明。 

臺灣銀行虛擬帳號 

(1)繳費流程: 完成線上報名後，會取得一組台銀虛擬帳號，可透過

全省 ATM、網路轉帳方式繳款 

(2)匯款資訊－台灣銀行 004，斗六分行，戶名：眾點資訊有限公

司。 

5. 請於繳費前先行確認報名資料是否正確，並於繳費後至原報名網頁確

認繳費是否成功。 

6. 繳費帳號逾期未繳者，若已逾報名時間，視同放棄報名資格。 

7. 報名繳費若有問題請洽： 

眾點資訊聯絡信箱 service@focusline.com.tw/05-6226456（上班時

間︰ 

週一至週四 09：00-18：00，週五 09：00-17：00） 

十一、緊急應變辦法: 

(一)緊急醫療規劃：安全維護工作及應變計畫是活動最重要的事情，有

完善的安全計畫可快速解決問題，將傷害降至最低。 

1. 現場每位選手投保【公共意外險】。 

2. 現場設置專業醫療單位。 

3. 建立緊急醫護聯繫網-配合當地醫療單位達到最快速的緊急救援。 

4. 主要醫療團隊將由專業醫療小組協助，提供活動會場路線上及主會場

所有參與者的人身安全。 

(二)雨備方案規劃 

1. 若因颱風來襲或天災，將透活動官網平台公告活動延期或停辦資訊。 

2. 若賽事前一周由天氣預報表示賽事當天可能會有較高的機率下雨，將

視情況增加活動會場帳篷數量。 

https://www.t-cat.com.tw/collect/service.aspx#tab3
https://www.famiport.com.tw/Web_Famiport/Page/fp_operating.aspx?MN=4&CN=1122


十二、安全提示: 

1. 參與者皆為志願參加並願意承擔期間所發生之意外風險責任，若於活

動過程中發生任何傷亡或其他任何形式上的損失，按本活動投保之公共

意外險處理，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一切與主辦單位無

關。 

2. 請攜帶身分證明及健保卡。 

十三、注意事項: 

1. 若氣象局發佈比賽當天預期天氣會影響親水體驗進行時，為顧及選手

與工作人員安全起見，大會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改用其他替代水道，

參賽體驗人員不得有議。 

2. 參加體驗請務必詳閱本活動規章內容，一旦報名，視為同意本活動規

程所有規定，並同意大會之一切安排。 

3. 參加者必須無條件同意大會有權將本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活動相關訊

息等等(包含報名者的肖像、姓名、所屬報名團體單位名稱等基本報

名資訊)對外公告、傳播，或運用於本活動相關媒體廣告宣傳的用途

與本所的刊物上。 

4. 本淨灘親水活動相關資訊將陸續於各服務網站公佈。若有未盡事宜，

大會得隨時增補修訂之，並以大會發佈消息為準。 

十四、保險特別說明: 

1. 報名表內各欄請務必詳實填寫，如有錯漏導致喪失保險效力，應自行

負責。 

2. 大會為本次活動參加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3. 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

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

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承擔因外來意外所受之傷害理

賠。 

(3)選手如遇與跟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安

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4)如您曾發生過以下病況及有以下疾病狀況，屬猝死高危險群，請諮詢

醫師專業的判斷及請勿勉強參加。 

(5)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於(胸悶、胸痛) 

(6)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 

(7)不明原因頭暈 

(8)突然失去知覺 

(9)高血壓(>140/90 ㎜ Hg) 

(10)心臟病 



(11)腎功能異常 

(12)糖尿病 

(13)高血脂(總膽固 → 240mg/D1) 

(14)家族心臟病史(一等親在 60歲前發生心臟病或猝死) 

(15)癲癇 

 

 十五、活動防疫須知 

1. 為確保所有參賽與會者健康，敬請所有與會者遵守大會規範，一

起共同防疫。 

2. 進入會場請配戴口罩。 

3. 報到前請先行掃描 QR-code 填寫實名登記表單。 

4. 遵循防疫動線安排經過體溫檢測站，將實施體溫測量與酒精消

毒。若有體溫高出 37.5°C 者，會先引導至隔離區休息。如體溫

仍超過 37.5°C ，大會人員將回報 TOCC 並填寫體溫異常表，交

給主辦單位做相關後續安置以及動向勸導安排，大會有權拒絕該

選手/人員參與活動。注意事項配合防疫當日暖身活動請維持社

交距離一.五公尺，若無法維持皆應配戴口罩。    

5. 進入集結區皆應配戴口罩，參加飄飄河活動時，可不配戴口罩，

上岸時需配戴口罩，進入會場需再次配戴。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以大會當天公告事項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