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桃園半程馬拉松 石門水庫楓半馬活動簡章
一、 活動宗旨：
石門水庫美不勝收之山水風景，是桃園不容錯過的旅遊勝地，本活動目的為帶動民眾樂於
運動，享受健康生活與欣賞美景，促進戶外休閒活動與健康的運動風氣，同時結合當地文化特
色與美食特產，提供物超所值之獎品及豐富補給物資，拉近路跑活動與民眾間的距離，讓全民
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同樂，打造本市最具代表性之路跑賽事。
二、參與單位：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三、活動日期：2022 年 12 月 03 日(星期六)早上 06:30 起跑
四、活動地點：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
五、路線規劃：(參照路線圖資訊)
(一) 半程馬拉松(21 公里)：
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坪林收費站→右轉環湖路→環翠樓→左轉環湖路二段→大灣坪售票亭→
左轉環湖公路→環湖公路二層坪農路路口前折返→環湖公路→右轉環湖路二段→大灣坪售票亭
→環翠樓→民治路→石門水庫大壩紀念碑→高線收費站前折返→石門水庫大壩紀念碑→左轉民
富街→右轉槭林公園林道→石門發電廠→終點(南苑停車場)

(二) 路跑組(7 公里)
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坪林收費站→右轉環湖路→環翠樓→右轉環湖公路→右轉民富街→右轉
槭林公園林道→左轉後池環湖路→北苑停車場後迴轉→左轉石門發電廠→終點(南苑停車場)

(三)休閒組(4 公里)
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坪林收費站→左轉後池大橋→左轉後池環湖路→石門發電廠→右轉槭林
公園林道→終點(南苑停車場)。

六、競賽項目：
競賽組別

半程馬拉松組

路跑組

休閒組

競賽距離

21.0795 公里

7 公里

4 公里

費用

700 元

500 元

300 元

晶片

拋棄式晶片

拋棄式晶片

限時

4 小時

2 小時

1 小時

限額

1200 人

2200 人

2600 人

起跑時間

06:30

06:40

06:50

年齡限制

未滿 14 歲者需家長或師長
陪同，未滿 18 歲須同意報
名系統內簽署家長同意書
方可報名參加(請詳閱切結
書)。

不限年齡

不限年齡

創意賽制

規則
在指定爬坡王區段起點與終點區段設置晶片計時檢
核點，依區段完成時間最短並完賽者開始敘獎，敘獎

爬坡王
(衝刺點上坡計時賽)

請參閱獎勵辦法
於會場 3 個拍照區完成指定動作拍照上傳至 FB 並分
享，即可兌換贈品 300 份(兌完為止)

拍照集點

七、報名參賽及完賽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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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賽運動毛巾、完賽毛巾、完賽束口袋、完賽餐盒及完賽獎牌、成績證明屬於現場領取之完賽物品，
一律於活動當日完賽後領取，若當天未至現場參賽不另行補發
八、參加資格：
(一)未滿 14 歲者需家長或師長陪同，未滿 18 歲須同意報名系統內簽署家長同意書方可報名
參加(請詳閱切結書)。
(二)為降低疫情警戒期間參與活動之風險，並提高參與者之健康與安全，所有組別參賽者請擇一
上傳以下健康證明：
(1)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至少 2 劑）
(2) COVID-19 康復證明
(三)12 歲以下或未接種 COVID-19 疫苗滿第二劑者可以檢附
(1)居家 COVID-19 3 日內快篩陰性證明(12/01、12/02、12/03）
※ 賽事期間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辦理，並隨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COVID-19)疫情發展，加強防護措施及相關人員健康管理，配合落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
市防疫專案會議指示作滾動式調整。

九、獎勵辦法：
(一) 本活動 7 公里路跑組及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採晶片計時，於完賽頒發成績獎狀證明，排名
順序一律以大會統一出發時間為主，切勿跨組別提前出發。
(二) 本活動 7 公里路跑組及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一律依大會出發時間計算排名，請選手盡早
至起點集結，以避免人潮擁塞，導致成績延誤，請各位選手特別留意。
(三)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不分年齡)各取前 6 名頒發獎金及獎盃以茲鼓勵，7 公里路跑組
(不分年齡)各取前 3 名頒發獎金及獎盃以茲鼓勵，獎金內容如下：

1.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獎金如下，不分年齡取前六名。
總名次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名

獎金 NT$ 60,000 元

獎金 NT$ 60,000 元

第二名

獎金 NT$ 40,000 元

獎金 NT$ 40,000 元

第三名

獎金 NT$ 30,000 元

獎金 NT$ 30,000 元

第四名

獎金 NT$ 15,000 元

獎金 NT$ 15,000 元

第五名

獎金 NT$ 10,000 元

獎金 NT$ 10,000 元

第六名

獎金 NT$ 5,000 元

獎金 NT$ 5,000 元

2. 7 公里路跑組獎金如下，不分年齡取前三名。
總名次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名

獎金 NT$ 8,000 元

獎金 NT$ 8,000 元

第二名

獎金 NT$ 5,000 元

獎金 NT$ 5,000 元

第三名

獎金 NT$ 3,000 元

獎金 NT$ 3,000 元

3. 爬坡王，獎金如下，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不分年齡取前三名
7 公里路跑組不分年齡取一名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
總名次

男子組

7 公里路跑組

女子組

第一名

獎金 NT$ 15,000 元 獎金 NT$ 15,000 元

第二名

獎金 NT$ 8,000 元

獎金 NT$ 8,000 元

第三名

獎金 NT$ 5,000 元

獎金 NT$ 5,000 元

4.
5.

男子組

女子組

獎金 NT$ 6,000 元

獎金 NT$ 6,000 元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7 公里路跑組分組名次：男、女各組優勝者頒發獎盃
(已獲頒總成績獎金者，不得再列分組優勝排名)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7 公里路跑組競賽分組：
男甲組

60 歲以上(51 年次含以前出生)

男乙組

50~59 歲(52～61 年次)

男丙組

40~49 歲(62～71 年次)

男丁組

30~39 歲(72～81 年次)

男戊組

29 歲以下(82 年次含以後出生)

女甲組

50 歲以上(61 年次含以前出生)

女乙組

40~49 歲(62～71 年次)

女丙組

30~39 歲(72～81 年次)

女丁組

29 歲以下(82 年次含以後出生)
競賽項目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
7 公里路跑組

各組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3-10

1

11-50

3

51-100

4

101 以上

6

備

(四)領獎事項：
1.獲獎人同意且授權大會公開公佈姓名。若獲獎人不符合、不同意或違反
本活動規定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中獎資格及參與本活動的權利，並對
任何破壞本活動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
2.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年度獎品價值累積達 NT$1,000 元以上者須計
入個人所得，獎品價值超過 NT$20,000 元以上者，本公司依所得稅法扣

註

繳 10%機會中獎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機會中獎所得稅率
為 20%，獎品價值全額列計個人所得並且進行代扣繳所得稅。中獎者須
完成繳稅及相關程序後方可領獎。
3.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
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本網站上公佈，不另行通知。
(五)獎金領取方式：
1.請得獎者本人於受贈儀式後至當天中午 12:00 前，親自至獎典組辦理相關手續。
2.辦理時請攜帶號碼布、身分證（外籍人士請攜帶護照）及填妥相關申報表格。
3.受贈儀式後若逾時未於當日中午 12:00 前至獎典區辦理手續，視同放棄。
十、報名辦法與繳費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至 2022 年 09 月 12 日 23 時 59 分 59 秒止，報名達上限，提前結束報名。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上伊貝特報名網 http://bao-ming.com/ 繳費方式：
1. 萊爾富 超商 Life-ET 繳費流程 (須自付超商手續費)
A.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Life-ET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台萊爾富 Hi-Life 門市
B. Life-ET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繳費.代收』
C. 點選左上角『網路交易』

D. 點選
E.
F.
G.
H.
2.

確認閱讀條款
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HH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確認代碼並列印
列印繳費單後三小時內持單至櫃檯繳費

萊爾富 超商 Life-ET 繳費流程 (須自付超商手續費)
A.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FamiPort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台全家超商門市
B. FamiPort 機器螢幕點選右上角『繳費』
C. 點選右上角『會員儲值繳費』

D. 點選
E.
F.
G.
H.

確認繳款需知說明
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FF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再次確認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繳費金額以及項目資料確認並列印

I. 列印繳費單後三小時內持單至櫃檯繳費

3.

7-ELEVEN 門市 ibon 繳費流程 (須自付超商手續費)

A.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i-bon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憑此代碼 72 小
時內至全台 7-ELEVEN 超商門市 ibon 機台進行繳費
B. i-bon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C. 輸入代碼『EBT』 後直接按『下一步』
D. 再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E.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F. 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G. 列印出 i-bon 繳費單後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 7-ELEVEN 櫃檯繳費。
(三)注意事項：
請於網路報名手續完成 3 天內，至 7-11 利用 i-bon 系統列印繳費單繳交報名費。請確認報名事
項無誤，一經報名後即不接受報名事項更改，使用 7-11 i-bon 系統繳費者，建議於線上報名取得繳
費序號後盡速於 3 天內完成繳費動作，如遇人數額滿，無法再進行報名。未在期限內進行繳費者，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四)報到方式：
非本國籍之參賽者，一律採取活動當天現場報到並領取物資；其餘本國籍參賽者一律採取郵寄報到。
本會將於活動日前一周統一寄出報到所需之比賽用物品，收到郵寄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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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報到。（郵寄費用由參加者自
行負擔，詳見下表）
※ 若提前寄出，本單位將於網站上統一公告，請隨時注意相關資訊。
人數

1人

2人

3-5 人

6-20 人

21-50 人

51-100 人

費用(NT)

120 元

180 元

350 元

750 元

1000 元

1800 元

十一、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04:30-04:55

工作人員準備

各工作站人員就位

05:30-07:00

選手寄物區

開放選手物品寄物(寄物)

05:55-06:05

活動開幕

主持人暖場，提醒相關資訊

06:05-06:15

來賓致詞

舞台介紹來賓及長官致詞

06:15-06:25

暖身操

集合暖身操時間

06:25-06:28

選手集合

集合嘉賓拍照準備鳴槍

06:30-06:40

鳴槍起跑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起跑

06:40-06:50

鳴槍起跑

7 公里路跑組起跑

06:50-07:00

鳴槍起跑

4 公里休閒組起跑

07:30-10:30

會場活動

頒獎、舞台表演

07:50

返回會場

4 公里休閒組關門

08:40

返回會場

7 公里路跑組關門

10:30

返回會場

半程馬拉松組關門

11:00-12:00

活動落幕

場地回復作業

十二、注意事項：
(一) 衣物保管：
1.寄物區服務人員將使用貼紙一式 2 張，1 張貼於參賽選手胸前之號碼布，1 張貼於參賽選手寄
物袋上，賽後領回時需憑以核對領回。
（※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大會概不負責）
。
2.大會將於比賽起跑前 1 小時開始接受衣物保管，並請於當日活動結束後領取保管物品。
(二)保險說明：
1.請視身體狀況量力而為，並請於活動前一日做充足的睡眠及當日跑步前 2 個鐘頭吃早餐，大會
在現場設有必要的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圍內，公共意外險只承
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
2.本次賽會提供參賽選手 (比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活動期間)投保：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最高新臺幣五百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最高新臺幣一億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

本次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二億四百萬元。
3.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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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對保險人父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跑步在本次比賽保險單載明之活動路線上發生之意外事故。

被保險人在活動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
4.公共意外險特別不保事項：

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病、糖尿病、熱衰竭、中
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活動當天現場將由大會提供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對於
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指承擔因意外所受之傷害
理賠。
5.選手如本身疾患與第(四)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選手務必慎重考慮自身健康狀況與安全，並自
行加保個人人身醫療與意外保險。大會不為選手進行任何賽前健康評估與檢查。
6.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
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三)計時系統：
1.本活動 7 公里路跑組及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採晶片計時，於完賽頒發成績獎狀證明，排名順
序一律以大會統一出發時間為主，切勿提前出發。本次賽事使用拋棄式晶片，晶片黏至號碼布
背後，賽後晶片不需回收，無需收取保證金，故無退款保證金。
2.本活動 7 公里路跑組及 21 公里半程馬拉松組一律依大會出發時間計算排名，請選手盡早至起
點集結，以避免人潮擁塞，導致成績延誤，請各位選手特別留意。
3.本活動 4 公里休閒組無採晶片計時，於完賽頒發完賽證明。
4.請選手衡量自身實力，切勿爭先恐後，發揮運動家精神，禮讓實力較佳選手優先出發。
(四)視障組報名方式 ：
視障組，煩請準備身障手冊或身分證明影本並備妥以下資料至電或 E-mail
到本公司，並請來電確認收件。




電話：02-2258-1668
E-mail: service@halo-plus.com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五)注意事項：請詳閱本注意事項
1.賽事期間請依主辦單位報到通知指示至指定地點集合。
2.進入會場前請將號碼布別於胸前，以利工作人員辨識及檢核。
3.請將號碼布別於胸前，以利晶片感應及工作人員辨識，如有遺失或損毀，主辦單位有權不予
補發。
4.無號碼布者視同陪跑者，工作人員有權請其離開賽道，並嚴禁進入補給站、起終點及接力區等
管制區域內。
5.本活動沿途補給站點皆經過合法申請使用，為維持活動品質，保障報名跑友權益，主辦單位將
嚴格控管非選手進入補給站。
6.參加人員需保證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心臟病、血管、 糖尿病等方面病
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請勿參加，否則後果自行負責。
7.未滿 14 歲者需家長或師長陪同，未滿 18 歲須同意報名系統內簽署家長同意書方可報名參加，
並詳讀相關之規定，切結書具法律效益，並勿冒名換人頂替代跑，以維護本身跑者權益。
8.賽道位於風景區道路及防汛道路，將依現地流量狀況機動實施交通管制，請所有參賽者務必在
指定安全區間內行進，並請遵從交管志工指揮，參賽選手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比賽沿途若發
生身體不適情形，請切勿勉強，並就近向大會志工請求協助支援，沿途並有機動救援志工來回
巡邏。
9.為了環保：鼓勵選手可以自備環保杯，以減輕對於環境生態的負擔。
10.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活動內容之權利，若有任何關於活動的最新消息，將於活動官網更新，以
上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恕不另行通知。
11.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次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網站及刊物上，
參賽者需同意肖像及成績用相關比賽之宣傳及播放活動上。
12.主辦單位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 條規定告知
下列事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在主管機關所核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您
與他人的姓名、身份證字號、生日、住址、性別、國籍、電話、電子郵件、緊急聯絡人及其
地址、電話等； 針對前述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只會在由主辦單位會擔任主辦/協辦/承辦活動
的範圍及期間內處理或利用。主辦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原則上僅會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供
本公司、委外廠商或與主辦單位具有合作、委任等關係之第三人處理及利用。主辦單位保有您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可以對您本人的個人資料行使下述的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
(2)請求製作給您的個人資料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
13.本活動報名截止日後，不得更換衣服尺寸及選手替換作業，敬請配合；如遇尺寸短缺，大會
有權以其他尺寸替換。
14.非本國籍之參賽者，一律採取活動當天現場報到並領取物資；其餘本國籍參賽者一律採取郵
寄報到，郵寄區域僅限台澎金馬，如外國地區為活動當天早上服務台領取。
15.報名完成繳費後，視同已完成報名，如需退費者請於報名結束前向伊貝特資訊提出申請。
16.報名截止後退費申請，請附上下列內容寄件至：

桃園半程馬拉松信箱 service@halo-plus.com 附件內容須附以上項目：
聯絡人：XXX
聯絡電話：09-00000000
訂單編號：AV2009XXXXXXXX
銀行名稱(代碼)：
分行：
銀行戶名：
銀行帳號：
其他資訊：
※報名費退款金額會在 10 月 11 日統一退款。

參與者於繳費之次日起，至主辦單位所定繳費截止日後七日內，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
者，主辦單位酌收報名費百分之二十手續費及行政費，並退還報名費之餘款。


參與者於前款所定期限後，至活動相關物資寄出前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者，主辦單位
酌收報名費百分之四十收手續費及行政費，並退還報名費之餘款。
參與者於活動相關物資寄出後，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者，主辦單位不退還報名費。但
參與者因下列事由未能參與活動者，得檢附證明文件，向主辦單位申請取消報名及退



A.
B.
C.
D.
E.

費，主辦單位退還報名費全額百分之五十：
天然或人為災害。
交通中斷。
兵役或點閱、教育召集。
傷病或妊娠。
配偶或參與者之一親等內親屬喪葬。

F. 其他主辦單位訂定之事由。

比賽資格亦不得轉讓及延後。比賽前如遇颱風等人力不可抗力之天災，由大會以選手
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擇期比賽或改用其他替代路線，參賽選手不得有議；
若因故取消，報名費將扣除必要費用後以五折退還。
十三、犯規罰則：
(一) 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比賽成績處理之
1.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2.未別號碼布者。
3.嚴禁於競賽中推行娃娃車、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車及騎乘腳踏車。
(二)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比賽成績。
1.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2.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3.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4.嚴禁非報名者取代報名者參加比賽，代跑者及被代跑者一經查明屬實，由裁判宣佈成績無效。
十四、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競賽規則。
十五、本活動簡章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及報名網站補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