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計畫書 

 

壹、依據：  

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4年2月15日體委全字第0940003009號書函。 

    二、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107年11月28日108中全原運字第1070021506 

號函。 

    三、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 

     四、宜蘭縣政府108年12月12日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跨局處工作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貳、緣起： 
聖火取火、傳遞、點燃其意涵：象徵薪火相傳永續不斷！在原住民的文化中具有族群興旺強

者風範之精神，如同勇士永垂不朽的奮鬥精神，在全國原住民族計有十多個族群，分佈在全

台各地，預計 110年 3月 6日聖火點燃後在宜蘭展開各項競技活動。 

叁、目的：  
聖火取火儀式規劃在宜蘭縣境，【思源埡口】位於大同鄉境內台七甲縣東西橫貫公路旁有聖溪

發源於羅葉尾山〈2715公尺〉為宜蘭與台中交界，亦為蘭陽溪及大甲溪之分水嶺，是原住民

族泰雅族移居蘭陽三兄弟分火分道揚鑣後，在族人敬告護佑土地的祖靈各自發展，此地始為

泰雅族人發源聖地。聖火取火儀式，以打火石取火，進行母火護火並開始聖火傳遞工作，繞

行全國各相關區域，以宣達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在宜蘭舉行之訊息。  

肆、聖火傳遞規劃： 
一、 依據： 

（一）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 

（二）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處工作計畫。 

二、 傳遞日期：自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6日(六)至 110年 3月 18日(四)止，計 13日。 

三、 傳遞路徑： 

（一）110年 3月 6日(六)於宜蘭縣大同鄉思源埡口進行取火儀式，是日，沿路經過大同鄉

各村(部落)，並於下午 2時抵達宜蘭縣大同鄉公所進行本賽會聖火開遞典禮， 

（二）110年 3月 6日(日)至 110年 3月 16日(二)，途經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

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 

（三）110年 3月 17日(三)傳遞至南澳鄉各村(部落)。 

（四）110年 3月 17日於南澳鄉公所舉行聖火之夜。 

（五）110年 3月 18日(四)傳遞宜蘭縣內其他鄉鎮。 

四、 任務編組： 

（一）傳遞計畫單位：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計畫由大會典禮群聖火

組負責辦理相關事宜。 

（二）各縣市組織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委員會配合辦理各縣市境內

聖火傳遞祈福，定名「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縣（市）聖火傳遞委

員會」，其任務編組由各縣市視實務需求擬訂。 

 

 



五、 聖火隊組織及注意事項： 

（一）聖火傳遞以各縣市政府機關所在地點為傳遞站。 

（二）聖火傳遞比照「奧林匹克火炬傳遞模式」僅一人執主火，副火由六人遞跑為原則，傳

遞距離由各縣市聖火傳遞委員會規劃。 

（三）各縣市聯絡負責人請隨時負責聯絡事宜。 

（四）聖火於各縣市政府祈福時，為增盛況並達廣為宣傳之目的，敦請單位首長、原住民族

代表組隊參加聖火傳遞祈福。 

（五）聖火傳遞選手之平安保險，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負責辦理。 

六、 各縣市政府祈福儀式： 

（一）祈福儀式及歡迎行列以實際情形決定之並務求隆重。 

（二）祈福儀式由各縣市聖火傳遞委員會商討決定，唯不礙及傳遞時間為原則。 

七、 傳遞聯絡事項： 

（一）各縣市政府聖火傳遞聯絡人請務必轉達本案活動相關訊息。 

（二）各縣市政府應隨時掌握聖火到達日期及時間，並鼓勵民眾踴躍參與盛會。 

八、 火炬： 

（一）傳遞火炬由大會聖火組供給使用。 

（二）各縣市政府於傳遞祈福當日並備妥滅火器具，以利活動安全順利。 

九、 聯絡處： 

（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科長：楊沛勳  

TEL：(03)9251000分機 2630 

承辦人：林家瑜、黃仲伶 

TEL：(03)9253164 

（二）聖火組： 

1、組長：壯圍國小  徐博正校長 

TEL：(03)9384442分機 101     手機電話：0988-338102 

2、副組長：清溝國小 丁進添校長 

TEL：(03)9585828             手機電話：0919-934572 

3、副組長：憲明國小 王信義校長 

TEL：(03)9892049             手機電話：0933-988578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宜蘭縣境聖火傳遞辦法及路線規劃 

 
壹、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6日至 3月 18日止共 13日。 

貳、大會地點：宜蘭縣羅東文化工場 

參、傳遞路徑： 

一、3月 6日－思源埡口取火 

         －南山村→四季村→茂安村→英士村→太平村→樂水村 

         →松羅村→復興村→寒溪村→崙埤村→大同鄉公所開遞典禮 

二、3月 6日至 3月 17日傳遞全國各縣市 

三、3月 17日－澳花村→武塔村→金洋村→金岳村→碧候村→東岳村 

          →南澳村→南澳鄉公所→聖火之夜會場 

四、3月 18日－蘇澳鎮→冬山鄉→三星鄉→員山鄉→礁溪鄉→頭城鎮 

             →壯圍鄉→五結鄉→羅東鎮→宜蘭市→宜蘭縣政府 

肆、各股分配： 

聖火組：規劃及執行傳遞事宜，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下設三股分別為傳遞股、聯絡股、

護火股。 

一、傳遞股：組織傳遞隊及負責聖火傳遞相關事宜。 

二、聯絡股：負責連絡各站工作事宜。 

三、護火鼓：負責召集組織護火隊。 

伍、傳遞隊之組織及注意事項： 

一、聖火傳遞以鄉鎮市為單位傳遞站。 

二、聖火傳遞比照「奧林匹克火炬傳遞方式」僅一人執主火，副火六人遞跑為原則，各鄉

鎮市按實際情形酌予增減，凡參與遞跑者，以有跑畢二千公尺(一千公尺六分鐘)長程

能力選手擔任之，全程傳遞站各站距離不一。 

三、護火專車由大會指派，全程護送聖火傳遞。 

四、聖火途徑各鄉鎮市區時，為盛況並擴大宣導而達熱烈狀況，傳遞選手請單位首長或民

意代表組隊參加，花車遊行車隊及其人數及行列如何編配，可由各鄉鎮市聖火傳遞委

員會或各傳遞站，視本身之能力及其需要自行商討決定之，唯不礙及全程傳遞時間。 

五、聖火經過市區或鄉鎮，雖聖火傳遞時間表為車運方式，但進入街市時，指揮車應指揮

選手下車傳遞。 

六、聖火傳遞選手的平安保險，由各鄉鎮市自行負責辦理。 

陸、聖火傳遞儀式：(縣內) 

一、聖火傳遞經過每一鄉鎮市舉行聖火交接儀式時，至盼鄉鎮市首長能親自前往主持以示

隆重，在交接預定時間先行敦請鄉鎮市首長安排時間主持。 

二、交接儀式及其歡迎行列以實際情形自行決定，務求隆重。 

三、交接儀式由各鄉鎮市傳遞委員會商討決定之，以不礙及傳遞時間為原則。 

四、各傳遞學校請安排聖火傳遞表演活動。 

柒、傳遞聯絡事項： 

一、於各鄉鎮市所在地及各傳遞站中心設連絡站，隨時獲得聖火到達地點及到達時間，通

知鄉鎮市區民眾。 

 

 

 



二、各鄉鎮市所在地及各傳遞站中心應將聖火傳遞消息，隨時通知傳遞委員會負責人及各

傳遞站，以期有充分之準備。 

捌、聖火安置： 

一、聖火到達安置地點應安放於市區中心及適當之地點。 

二、聖火安放地點及護火事宜，由鄉鎮市傳遞委員會及傳遞站協同辦理。 

三、聖火安放之秩序可由鄉鎮市傳遞委員會及傳遞站商討辦理之。 

玖、火炬： 

一、主火由大會聖火組隨程供給使用。 

二、副火由大會聖火組隨程供給使用。 

壹拾、傳遞車隊行進順序略圖： 

1.宜蘭縣警察局開道車→2.各鄉鎮市引導車→3.大會聖火傳遞選手→ 

4.花車→5.表演隊伍→6.大會聖火傳遞專車→7.救護車→ 

8.宜蘭縣警察局殿後車 

壹拾壹、聯絡處： 

聖火組： 

組  長：(壯圍國小)徐博正 校長 

電話：03-9384442分機 101 手機號碼：0988-338102 

副組長：(清溝國小)丁進添 校長 

電話：03-9585828  手機號碼：0919-934572 

副組長：(憲明國小)王信義 校長 

電話：03-9892047  手機號碼：0933-988578 

總務股：江淑瑰、林清輝、羅幸宜、林俊諺、賴文達 

聯絡股：鄔誠民、施智文、陳怡婷 

    典禮股：黃英軒、林欣筠 

    資訊股：陳俊谷、陳碧卿、朱佳莉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車隊 

 

1.縣市警察局前導車 

 

2.縣市承辦前導車 

 

3.大會聖火傳遞各鄉鎮聖火隊 

 

4.大會聖火傳遞 9人座 X2 

護火專車暨工作專車 

 

5.大會聖火傳遞宣傳車 

 

6.縣市救護車 

 

7.縣市警察局殿後車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交接隊形 

傳遞行進隊形： 

 

 

 

 

聖火隊交接隊形： 

傳方聖火隊由傳遞隊形轉換成交接隊形(如下圖)與接方聖火對面相向，進行交接 

，接方接過聖火後，聖火隊向後轉，由主火引導成傳遞隊形繼續傳遞任務。 
 

橫 隊 

 

 

 

 

 

 

 

 

 

 

 
交接程序： 

1. 雙方成交接隊形。 

2. 傳方主火將火炬交予領隊。 

3. 傳方領隊將主火交予接方領隊，傳方副火同時將火炬舉高。 

4. 接方領隊接過主火炬，轉身將火炬交予主火代表。 

5. 傳方副火小跑步到接方副火代表前將火炬傳予接方，然後退回。 

6. 主火代表下「向後轉」口令，向行進方向牌成傳遞隊形。 

7. 繼續傳遞任務。 

 

注意事項： 

1. 手持火炬務必保持直立，並與身體保持適當距離，避免火焰及油煙傷人。 

2. 請於傳遞手冊表列時間提前 20分鐘於交接（出發）地點就位等候。 

3. 所有參與人員請注意維護安全，傳遞人員預先適度強化耐力。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交接流程 

一、聖火交接說明：(鄉鎮如有表演活動請自行安排位置)  

(一) 各鄉鎮聖火隊於交接地點前列隊(詳見聖火交接隊形示意圖)。 

(二) 比照「奧林匹克傳遞模式」，一人執主火，副火六人傳遞為原則。 

(三) 司儀宣讀聖火交接儀式(宜蘭縣聖火隊工作人員擔任司儀) 。 

 

方式一：鄉鎮長官未參與交接、迎火儀式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交接儀式，儀式開始 

◎敬禮(鄉鎮聖火隊(1)高舉聖火，鄉鎮聖火隊(2)行舉手禮) 

◎禮畢 

◎主火交接: (鄉鎮聖火隊(1)隊長及鄉鎮聖火隊(2)隊長向前走一步，雙手傳接火把向後退) 

◎副火交接: (鄉鎮聖火隊員(1)及鄉鎮聖火隊員(2)向前走一步，雙手傳接火把後向後退) 

◎禮成 

◎敬禮(鄉鎮聖火隊(1)高舉聖火，鄉鎮聖火隊(2)行舉手禮) 

◎禮畢 

方式二：鄉鎮長官參與交接、迎火儀式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聖火傳遞交接儀式，儀式開始 

◎敬禮(鄉鎮聖火隊(1)高舉聖火，鄉鎮聖火隊(2)行舉手禮) 

◎禮畢 

◎主火交接 : 

(鄉鎮聖火隊隊長(1)將主火交給領隊，領隊轉身將主火交給鄉鎮長或教育局長官，鄉鎮或教育

局長官轉身將主或交給鄉鎮聖火隊(2)領隊，領隊轉身將主火交給聖火隊隊長) 

◎副火交接 : 

(鄉鎮聖火隊員(1)及鄉鎮聖火隊員(2)向前走一步，雙手傳接火把後向後退) 

◎禮成 

◎敬禮(鄉鎮聖火隊(1)高舉聖火，鄉鎮聖火隊(2)行舉手禮) 

◎禮畢 

 

(四) 聖火隊及參與祈福之長官合影。 

(五) 鄉鎮聖火隊出發(若有表演，待表演結束後出發) 。 

 

二、敬請各鄉鎮公所協助事項： 

   (一)安排鄉鎮聖火隊代表 7-14人，以方便鄉鎮內聖火傳遞。 

   (二)協助聖火傳遞沿路之交通管制。 

 

 

 

 

 

 



聖火交接隊形示意圖(以縣市單位為例) 

縱 隊 

 

 

 

 

 

 

 



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宜蘭縣境聖火傳遞時間計畫表 

 

傳遞單位 日期 傳遞時段 交接時間 交接地點 路徑 備註 

大會 3/06 06:00  110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聖火取火儀式(思源埡口) 

南山村 3/06 07:30至 08:00 08:00 南山村 由南山村規劃 
由南山村帶領繞

行四季村後交接 

四季村 3/06 08:00至 08:30 08:30 四季村 由四季村規劃 
由四季村帶領繞

行茂安村後交接 

茂安村 3/06 08:30至 09:00 09:00 茂安村 由茂安村規劃 
由茂安村帶領繞

行英士村後交接 

英士村 3/06 09:00至 09:30 09:30 英士村 由英士村規劃 
由英士村帶領繞

行太平村後交接 

太平村 3/06 09:30至 10:00 10:00 太平村 由太平村規劃 
由太平村帶領繞

行樂水村後交接 

樂水村 3/06 10:00至 10:30 10:30 樂水村 由樂水村規劃 
由樂水村帶領繞

行松羅村後交接 

松羅村 3/06 10:30至 11:00 11:00 松羅村 由松羅村規劃 
由松羅村帶領繞

行復興村後交接 

復興村 3/06 11:00至 12:00 12:00 復興村 由復興村規劃 
由復興村帶領繞

行寒溪村後交接 

大會 3/06 12:00至 13:30 休息用餐 

寒溪村 3/06 13:30至 14:30 14:30 寒溪村 由寒溪村規劃 
由寒溪村帶領繞

行崙埤村後交接 

崙埤村 3/06 14:30至 15:00 15:00 崙埤村 由崙埤村規劃 
由崙埤村帶領繞

行大同鄉公所後

交接 

大同鄉公所 3/06 15:00至 16:30 16:30 110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聖火開遞 

大會 3/06~3/16傳遞全國各縣市 

澳花村 3/17 09:00至 10:00 10:00 澳花村 由澳花村規劃 
由澳花村帶領繞

行武塔村後交接 

武塔村 3/17 10:00至 10:30 10:30 武塔村 由武塔村規劃 
由武塔村帶領繞

行金洋村後交接 

金洋村 3/17 10:30至 11:00 11:00 金洋村 由金洋村規劃 
由金洋村帶領繞

行金岳村後交接 

 

 



傳遞單位 日期 傳遞時段 交接時間 交接地點 路徑 備註 

金岳村 3/17 11:00至 11:30 11:30 金岳村 由金岳村規劃 
由金岳村帶領繞

行碧候村後交接 

碧候村 3/17 11:30至 12:00 12:00 碧候村 由碧候村規劃 
由碧候村帶領繞

行東岳村後交接 

大會 3/17 12:00至 13:30 休息用餐 

東岳村 3/17 13:30至 14:00 14:00 東岳村 由東岳村規劃 
由東岳村帶領繞

行南澳村後交接 

南澳村 3/17 14:00至 14:30 14:30 南澳村 由南澳村規劃 
由南澳村帶領繞

行南澳村後交接 

南澳鄉公所 3/17 14:30至 15:00 15:00 南澳鄉公所 由南澳鄉規劃 
由南澳村帶領繞

行南澳鄉公所 

南澳鄉公所 3/17 往南澳聖火之夜會場 

蘇澳鎮公所 3/18 09:00至 09:30 09:30 蘇澳鎮公所 由鎮公所規劃 
由鎮公所帶領繞

行蘇澳鎮後交接 

冬山鄉公所 3/18 09:30至 10:00 10:00 冬山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冬山鄉後交接 

三星鄉公所 3/18 10:00至 10:30 10:30 三星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三星鄉後交接 

員山鄉公所 3/18 10:30至 11:00 11:00 員山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員山鄉後交接 

礁溪鄉公所 3/18 11:00至 11:30 11:30 礁溪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礁溪鄉後交接 

頭城鎮公所 3/18 11:30至 12:00 12:00 頭城鎮公所 由鎮公所規劃 
由鎮公所帶領繞

行頭城鎮後交接 

大會 3/18 12:00至 13:30 休息用餐 

壯圍鄉公所 3/18 13:30至 14:00 14:00 壯圍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壯圍鄉後交接 

五結鄉公所 3/18 14:00至 14:30 14:30 五結鄉公所 由鄉公所規劃 
由鄉公所帶領繞

行五結鄉後交接 

羅東鎮公所 3/18 14:30至 15:00 15:00 羅東鎮公所 由鎮公所規劃 
由鎮公所帶領繞

行羅東鎮後交接 

宜蘭市公所 3/18 15:30至 16:00 16:00 宜蘭市公所 由市公所規劃 
由市公所帶領繞

行宜蘭市後交接 

宜蘭縣政府 3/18 16:00 聖火駐留宜蘭縣政府大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