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西拉雅追風 100 挑戰賽活動簡章】 

 

協會服務電話 , 02-7712-4928 

一. 活動宗旨 

西拉 雅追 風 100 挑 戰賽 延續 ezFun 生 活玩 家追 風系 列賽 事，全 程 103 公里/總 爬

升 701 公尺，屬 於平 路搭 配爬 坡自 我挑 戰 系列 賽，沿 途欣 賞西 拉雅 國家 風景 區風

貌，賽 道上 將佈 置指 標告 示板，標示 有距 離終 點的 里程、補給 站距 離與 救援 電話 ，

另外 在沿 途重 要路 口 設置 交管 人員，提醒 參賽 選手 勿 佔 用對 向 車道，下坡 及過 彎

時， 請減 速小 心慢 行 ，騎 乘安 全最 重要 ！  

二. 參與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國際休閒運動交流協會 

 承辦單位：ezFun 生活玩家 

 協辦單位：全鋒事業、嘉南藥理大學 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 

三. 活動型態：自行車挑戰賽(個人專屬晶片計時)  

四. 活動里程： 

全程追風組 103 公里，主會場(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西拉雅大道→台 1 省道→南 117

鄉道→珊瑚路→工研路→174 縣道→175 縣道→關子嶺→172 縣道→165 縣道→南 117 鄉道

→台 1 省道→西拉雅大道→主會場(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http://tour.xplova.com/routeDetail/?GUID=155F6B5E-5F77-8474-CBAF-304DE26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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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our.xplova.com/routeDetail/?GUID=155F6B5E-5F77-8474-CBAF-304DE2692764
http://tour.xplova.com/routeDetail/?GUID=155F6B5E-5F77-8474-CBAF-304DE2692764
http://ezfun.24tms.com.tw/download/20171112/2017西拉雅追風100挑戰賽家長同意書.doc


五. 活動時間與集合地點 

1.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2. 活動時間：06:00~14:30 

3. 集合地點：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六. 參加對象 

1. 國內、外熱愛戶外運動且身心健康之民眾均可報名參加。 

2. 為安全考量未滿 12 歲者不得報名，未滿 16 歲者需家長陪同報名參加並全程陪伴身旁。 

3.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需簽署參賽同意書，未簽署者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報名。 

4. 本活動相當具有難度，參賽者請自行評估健康狀況後始得報名；有心血管相關疾病者，

不宜參加。 

七. 騎乘裝備建議 

1. 本活動沿線高低起伏，建議登山車及公路車車型參加。 

2. 本活動途經山區下坡道路，車輛須具完整之前後煞車。 

3. 強烈建議配置具警示功能之前後燈，以策安全。 

4. 為維護活動安全，未配戴安全帽者禁止出發。 

八. 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活動流程 備註 

06 :00 - 06 : 30 選手集合 

請於規定時間出發， 

避免感應疏漏 

06 :30 - 07 : 00 選手分批出發 

08 : 00 - 14 : 00 會場活動、抽獎活動 

14 : 00 關門時間 

14 : 30 活動結束 

★本活動採晶片感應計時，為避免感應疏漏，請參加選手將晶片貼紙統一張貼於安全帽上。 

★備註事項：本活動沿途補給站皆經過合法申請使用，為維持活動品質，保障報名車友權益，

不歡迎陪騎者進入補給站，請陪騎者自重！ 

★嚴禁陪騎者進入起點管制區域內，影響出發感應作業。 

 

 

 

 

 

 



九. 起終點暨補給點位置表： 

站點 位置 (騎乘公里數) 服務項目 

補給站 1 174 縣道(30 公里) 水/香蕉/其他 

補給站 2 175 縣道台南市區關仔嶺南寮 27-4 號旁(52 公里) 水/香蕉/其他 

檢錄站 175 縣道台南市區關仔嶺南寮 27-4 號旁(52 公里) 信物手環*1，請減速檢錄 

補給站 3 台南市柳營區果毅後神農里 380 號(80 公里) 水/香蕉/其他 

 

十.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06 日，或報名人數 1200 人額滿提前結束報名。 

2. 報名費用：800 元(採晶片計時) 

3. 線上報名：請利用活動網站報名: 

http://ezfun.24tms.com.tw/sports/join.asp?eventid=194 

4. 繳費方式： 

 7-11  ibon  繳費： 左上角輸入廠商代碼『 T M S 』 →  輸入身分證字號 →  確認

繳費項目 →    『列印繳費單』 →  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櫃檯繳費。方法請點選

參考 ibon 繳費 

 ATM 繳費：請按照「報名完成通知信」所通知之帳號繳費 (每張訂單的轉入帳號都

不同，方便我們可以快速辨識您的繳費狀況)，如有任何疑問請電(02) 7712-4928。 

5. 參賽者須於網站上報名後，二日內匯款(不包含報名當日)，才算完成報名程序。未在期限

內匯款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6. 如需開立二聯式或三聯式收據，請於訂單內備註並填上資料，並請於活動當天至服務台領

取。 

十一. 報到方式：   

 郵寄報到 

凡選擇郵寄報到者，本會將於 106 年 11 月 2 日~3 日陸續寄出活動物資，收到郵寄報

到包裹代表已完成報到手續，請於活動當天逕自前往活動會場集合即可( 活動當天現場

不用再報到)。 

（郵寄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擔，請見下表） 

 

人數 1-2 人 3-4 人 5-10 人 11-30 人 31-80 人 81 人以上 

郵寄費用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事前報到 (10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3:00~19:00) 

http://ezfun.24tms.com.tw/sports/join.asp?eventid=194
http://ezfun.24tms.com.tw/signup_game/ibonhelp.html


請於上列時段親臨：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70 號 15 樓(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2 號

出口)ezFun 生活玩家會址報到。 

 事前報到 (106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00~17:00) 

請於上列時段親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活動會場)報到。 

 參加者於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利身份核對，並於完成報到手續後領取活動相

關物品。  

1. 個人報到：請參加者憑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健保卡)與報到編號領取活動相關物品。 

2. 團體報到：團體報名者，由團體聯絡人憑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健保卡)報到，

並統一領取團體的活動相關物品。  

十二. 參賽紀念品：  

贈品/賽程 全程組 

專屬個人晶片號碼貼 V 

完賽證書 V 

完賽獎牌 V 

公路車內胎 1 條 V 

完賽證書 

 



完賽獎牌 

 

公路車內胎 1 條 

 

 

 

 

 



十三.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係自我挑戰活動，非競賽性質，活動無公權力之交通管制，無封路，請參加者務必

遵守工作人員引導，並確實遵守交通規則，順向靠邊前進，以確保安全。 

2. 如遇緊急事件，請撥打大會聯絡電話，本活動備有維修收容車、醫療車等車輛。 

3. 請務必隨身攜帶健保卡，遇有受傷，請於當日就醫，並向醫院拿取診斷證明正本與收據，

以利後續保險理賠辦理。 

4. 請慎重考量身體健康狀況及自身實力，如有心臟病、心血管等方面病史者或是不適合激烈

運動者，請勿隱瞞病情報名參加活動。參加本次活動，參加者需保證個人身體健康確實符

合活動參加資格，活動中若因身體不適發生任何意外，願意自行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並

願合作遵守活動規定參加活動。 

5. 請視個人實力與健康狀況，量力而為！遇有身體不適，請至路邊安全處休息，切莫超出身

體負荷! 

6. 山區活動路線多轉彎視線死角，請勿越線逆向，下坡路段請注意減速慢行，維護自身安全。 

7. 本次活動大會額外代辦所有參加者體育活動之 100 萬意外險及 10 萬醫療(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規定，若替兒童投保壽險(含意外險)，須年滿 15 歲才可請領身故給付，

未滿 15 歲身故者，保險公司僅須加計利息返還已繳保費)。 

8. 請各位視自己活動當日狀況量力而為，切勿冒險勉強，並請於活動前一日有充足的睡眠及

當日活動前 2 個鐘頭吃早餐。本會對於現場只做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

之病症不在保險承保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 

9. 本活動依照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投保公共意外險(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

為準)，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I. 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

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1)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

外事故。(2) 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

意外事故。 

II. 特別不列入承保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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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參加者如遇與跟

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參加者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

外保險。 

10. 為安全考量，未滿 12 歲者不得報名，未滿 16 歲者需家長陪同報名參加並且全程陪伴身

旁，未滿 18 歲者，需經家長同意並簽署家長同意書，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1. 活動當日：舉凡停車、報到、熱身或預備，敬請配合工作人員引導，以維活動順暢。 

12. 活動日前一週，主辦單位應另公告參加者名冊及活動前各項說明。 

13. 未完成報到者，將自動喪失參加活動資格，不得進入活動路線，裁判有權終止無號碼布者

進行活動。 

14. 禁止參加者互換晶片、禁止佩帶他人晶片、禁止 1 人佩帶 2 個或 2 個以上的晶片，違者

將被取消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15. 請依指定時間集合與出發，提前出發或超過出發時間者，大會有權取消參加活動資格且無

法提供成績。有經過出發拱門的跑者，若自行中途放棄挑戰不回會場，必須主動聯繫大會

緊急連絡電話，如超過活動關門時間尚未主動與大會聯繫者，發生任何異況概與本會無

關。 

16. 參加者偏離活動路線將無法享有大會提供參加者之權利。活動中身體不適請待在活動路線

中等待收容。 

17. 各位參加者於終點完成挑戰後，憑號碼布領取紀念品及獎牌，無號碼布者恕不提供，請勿

領取。請勿接受非大會供給之飲料或食物。  

18. 參與活動應發揮公德心與愛心，沿途不隨意拋棄垃圾，行進間如發現有其他參與者因受傷

無法繼續前進狀況，請協助連絡主辦單位前往處理。 

19. 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活動成績： 

I. 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II. 未將號碼布固定於指定區域、無配戴計時晶片或無活動信物者。 

III. 嚴禁於活動行進路線中攜帶寵物、推行娃娃車、推行輪椅、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

車。 

IV. 活動進行中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V. 報名組別與身分證明資格不符者。 

VI.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VII. 代跑(代騎)及被代跑者(被代騎者)。請勿以任何理由轉讓號碼布。 

VIII. 佩帶 2 個或 2 個以上晶片者，將被取消資格，不予計時，不發給成績證明。 

20. 活動地區除遇大豪雨特報或颱風影響宣布停班停課、集會遊行等不可抗力之天災、人為因

素、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達危害等級或活動單位公告延期外，其活動皆照常舉行。

倘遇上述原因導致活動延期，因而無法參加者，所繳交之報名費，主辦（執行）單位應扣

除已代辦或支出費用後，將餘額退回。倘遇上述原因導致活動未能舉辦，報名費將以 5

折退回。 

21. 大會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擇期舉辦活動、改用其他替代活動場地、替代路線或延長/縮短

路線，參加者不得有異議。 



22. 活動中不得當場質詢裁判，田徑規則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均以裁判員之判決

為準，對於活動成績有疑慮，須向大會提出申訴，同時繳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整，所有申

訴以大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認為申訴不成立得沒收其保證金。 

23. 主辦單位對活動的結果保留最終決定權。如有未盡事宜，經主辦單位決議後得隨時修正於

網站活動公告之。 

24. 本活動路線及沿途補給站皆經過申請使用，為維持活動品質，保障報名者權益，無號碼布

者禁止進入活動路線及使用補給站。 

25. 代跑(代騎)或轉讓者，如有意外發生恐無法獲得保險保障並應負相關連帶法律責任。 

26. 參加本活動者同意活動單位使用參加者本次活動照片及資料，做為活動文宣及行銷使用。

並同意活動單位因需發佈參加者編號而公告參加者姓名。活動單位有權將本活動之錄影、

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或登載於本會網站及刊物上，參加者必須同意肖像及

公布成績，用於活動相關之宣傳活動上。 

27. 本活動報名截止日之後，恕不接受退費申請；報名截止日前申請退費，將從報名費用中扣

除 50 元手續費後，將餘額退回，退款手續將於活動當日結束後 2 個工作天完成。 

28. 如需更換參加者名單，請於本活動報名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29. 未領取活動物資、抽獎品者， 請於活動後一週內至本單位領取，逾時視同棄權。獎品金

額在 NTD1,000 元(含)以上之得獎者，領取獎品時請出示身分證，否則視同棄權。現場摸

彩獎品將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抵所得稅。 

30. 參加者如需衣物保管(單車活動恕無衣物保管服務)，請使用本會專用衣物保管袋，現場不

接受非本會衣物保管袋(可接受路跑協會衣物袋)，線上報名與報到地點均有販售衣物保管

袋(數量有限)，歡迎選購，可重複使用，每個費用為 150 元(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

遺失，本會恕不負責)。 

31. 貴重物品、易碎物品及電子產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損壞，大會概不負責。若衣物保

管袋遺失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 1000 元整。備註:貴重物品例如鑽石、錢財、身分證件、

信用卡、提款卡、汽機車鑰匙及住家鑰匙…..等。 

32. 如有未盡事宜，經主辦單位決議後得隨時修正公告之。 

33. (單車)為維護車友自身安全，活動全程請自行配戴安全帽、穿著適當衣褲。 

34. (單車)個人請自備內胎及簡易維修工具，以備不時之需。 

35. (單車)本活動提供技師服務，相關耗材使用需參加者自行負擔費用。 

36. (單車)由於部份路幅較小，各車隊補給車，請以定點方式補給，嚴禁跟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