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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國小校際盃暨名人公益路跑」報名簡章 

廣邀國小菁英跑者一起「快樂跑 Happy Run」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國小校際盃接力賽暨名人公益路跑」邀請小朋友們一起

做公益、送愛心、拿獎金！今年校際盃主題為「快樂跑 Happy Run」，邀請所有參賽

者一起跑操場一圈，富邦人壽就替每位捐 100元，期望小朋友透過跑步運動，打造快樂

積極的成長能量，將揮汗的暢快轉換成滿滿的愛心！今年賽事規模擴大，跑者實力更堅

強，預計號召 70 隊國小精英參賽，在 11月 23日(週日)於台北田徑場快樂起跑，誰在

各校當中脫穎而出？誰又能成為本屆最受矚目的明星學校？競爭激烈精彩可期。 

為鼓勵選手爭取最佳成績，凡參賽國小隊伍成績突破 2 分 51 秒 71 大會最佳紀錄，

大會特別增設破紀錄加碼獎金新台幣 6,000 元。此外，大會將會為前 3 隊優勝的國小選

手，保留 12月 21日臺北富邦馬拉松正式賽兩公里兒童組的參賽資格。 

大會特別設置「挑戰進步獎」，只要去年曾參加過臺北富邦馬拉松的「國小校際盃

接力賽暨名人公益路跑賽」，今年再度報名，當天成績進步最多的前三名，就能獲得大

會提供的挑戰進步獎獎金！ 

除了小選手的接力較勁，當天名人公益接力賽現場也將邀請各方名人代表組成 3 支

隊伍，分別代表三大公益團體(罕見疾病基金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及天主教善

牧社會福利基金會)，以健康接力路跑的方式，為公益團體爭取愛心基金，歡迎小朋友

一起為他們加油。 

活動辦法：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富邦金控/富邦人壽 

【日期】2014年 11月 23日 (週日) 13：30- 17：30 

【報到時間】12：30-13：00（名人公益路跑 14：00~14：35，邀請小朋友一起為他 

們加油；國小校際盃接力賽 14：35~17：00正式開跑） 

【地點】台北田徑場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號  

【評審】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專業裁判 

【參賽學童年級】國小五~六年級在學學童（請攜帶學生証檢錄核對身分） 

                由 3男 3女組成一隊 6人，每人跑 2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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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校】全省各區公私立國民小學，更歡迎第一次參賽的學校!! 

【報名及競賽規則】 

1.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週一)下午 17:00 前，填寫「2014 臺北富

邦馬拉松/國小校際盃接力賽」報名表（如下），以傳真/E-mail 方式報名， 

主辦單位以收件時間為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2. 報名方式： 

‧ e-mail 報名：主旨請註明「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校際盃報名」 

             並將報名表寄至 elton@paixcomm.com 林先生收。 

‧ 傳真報名：(02) 2792-1385，註明「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校際盃報名」。 

3. 選手資格：限各校推派國小五~六年級具該校學籍之在學男童 3名、女童 3名。 

4. 競賽規則：採計時賽，全程為 1,200公尺，每人跑 200公尺，每隊 6人 

(男童跑第 1、3、5 棒，女童跑第棒 2、4、6棒)，依 70隊總成績取前十名為

優勝隊伍。 

5. 活動時間及地點若有變動，將再行以電話個別通知各參加學校。 

6. 活動聯絡人：臺北富邦馬拉松活動小組 /  電話：02-2792-1289 分機 204 

 

【參賽資格確認及報到抽籤】 

1. 臺北富邦馬拉松活動小組將於 11 月 14 日(週五)前於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網站公

告參賽學校名單。(網址：www.sportsnet.org.tw) 

2. 參賽學校報到時間：103 年 11 月 23 日(週日) 請於指定時間(12:30-13:00)    

於活動會場完成報到抽籤。報到處：台北田徑場，報到帳棚報到。 

3. 選手一律穿著跑鞋(請勿穿著釘鞋)，違者不予出賽。 

親友加油團請著運動鞋或休閒鞋。 

4.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修正公佈之。 

 

 

 

 

 

mailto:elton@paixcomm.com
http://www.sports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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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方式】 

1. 頒發獎牌乙面及獎金 

名次 國小校際盃獎金 

第一名 新台幣 12,000 元整 

第二名 新台幣 10,000 元整 

第三名 新台幣 8,000 元整 

第四名 新台幣 6,000 元整 

第五名 新台幣 5,000 元整 

第六名~十名 新台幣 3,000 元整 

 

2. 特別獎勵：為鼓勵選手爭取最佳成績，凡參賽國小隊伍成績突破 2分 51秒 71

大會紀錄，特別增設破紀錄加碼獎金新台幣 6,000元（若超過一所學校突破此

成績，主辦單位將取成績最佳者給予此項獎勵）。 

3. 挑戰進步獎獎勵：只要曾參加過臺北富邦馬拉松「國小校際盃接力賽暨名人公

益路跑賽」的學校，今年再度報名，當天若該校成績較去年進步之幅度達前三

名，就能獲得大會提供的挑戰進步獎獎勵： 

名次 挑戰進步獎獎金 

第一名 新台幣 5,000 元整 

第二名 新台幣 4,000 元整 

第三名 新台幣 3,000 元整 

4. 總成績取前 3 名優勝隊伍選手，能獲得 12 月 21日「臺北富邦馬拉松」正式賽

2公里兒童組之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將主動為其保留報名賽事資格，選手須於

12/10（週三）前向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完成報名作業，未完成報名程序者視同放

棄參賽資格。 

【備註】 

1.依中華民國依所得稅法之規定，獲(中)獎人為國內居住之個人或學校單位，依中獎的獎金，

需按給付金額扣繳 10%，惟其獲(中)獎的獎金或給與未超過 20,000 元者，得免予扣繳。乙

方若非國內居住之個人或學校單位，一律依給付金額扣繳 20%。將依政府規定辦理開立所

得予得獎人，所得憑證於年底寄至中獎人戶籍地。 

2.若以學校領據請領，須註明學校統一編號及蓋學校關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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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活動流程依實際狀況調整） 

 

 

 

 

 

 

 

 

 

 

時間 流程 

12:30~13:00 選手報到/抽籤 

13:30~13:40 活動開場表演 

13:40~13:50 貴賓致詞 

13:50~14:00 暖身操 

14:00~14:10 國小學童公益跑 400M 

14:10~14:25 名人公益接力賽 

14:25~14:35 中場表演 

14:35~17:00  國小校際盃接力賽  

16:50~17:10 中場遊戲 

17:10~17:30 頒獎 

17:30 

活動結束  

2014臺北富邦馬拉松 1221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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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 ─ 國小校際盃接力賽」 報  名  表 
 

學校名稱： 學校縣市： 

 
帶隊老師： Email： 

 
電話： 手機： 

 
學校參加次數(請標註年份)： 

 選手資料 

棒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性別 年級 家長聯絡電話 T 恤尺寸 

1    男   
□12 號 □S   

□M    □L 

2    女   
□12 號 □S   

□M    □L 

3    男   
□12 號 □S   

□M    □L 

4    女   
□12 號 □S   

□M    □L 

5    男   
□12 號 □S   

□M    □L 

6    女   
□12 號 □S   

□M    □L 

帶隊  

老師 
 

  
   

□S   □M    

□L   □XL 

每隊限領 7 件 T 恤，T 恤胸圍尺寸：12 號=80cm  S=90cm  M=100cm  L=105cm  XL=110cm 

報名學校隊伍或選手  近年獲獎事蹟或特殊事蹟(不限田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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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平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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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蒐集目的及方式：                                                 

為執行臺北富邦馬拉松系列活動之需要，本公司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蒐

集方式將透過填寫報名表方式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 

2. 本公司本次向您蒐集資料類別：姓名、電話、手機、email、選手姓名、選

手身分證字號、選手生日、選手性別、選手家長聯絡電話。 

3.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本公司將於活動舉辦期間運用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2)地區：本公司所在地區 

(3)利用對象：本公司 

(4)利用方式：書面或電子 

4. 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您可來電 02-27921385分機 204行使相關權利（如

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本公司得依個資法第 14 條或個資法施行細

則第 19 條規定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或請您為適當之釋明。 

5. 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活

動，或影響本公司寄送獎品(金)之權益。 

本人 □同意、□不同意 (請擇一勾選) 

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 貴公司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註：20 歲以下未成年人併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