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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北富邦馬拉松創意啦啦隊募集辦法 

瘋韓流  還不如瘋運動  

不用四年才能瘋一次，在2016奧運和2017世運會來臨之前， 

我們先瘋臺北富邦馬拉松 

一起Happy Run“素”造精彩 

讓我們暖暖身子  加入臺北富邦馬拉松  

讓我們開開嗓子  一起put your hands up 

用最快樂、最熱血的吶喊聲 大喊go go fighting 

「Super Fans」啦啦隊  非你莫屬  

 

    您有滿滿的熱情和滿腔的熱血正在尋找更大的舞台展現嗎?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

「Super Fans」啦啦隊招募活動火熱開跑！邀請您發揮想像力，結合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

動會所代表的「藍」、「黃」、「黑」、「綠」、「紅」五大顏色與 14 項運動，以時下最

流行的人、事、物，創造 Idol Fans，在國際級賽事的臺北富邦馬拉松中大秀創意！ 

     馬拉松考驗選手耐力，啦啦隊則要發揮想像力，請展現最 Super 的創意。歡迎您一起

為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數十萬的跑友加油！ 

 

一、 啦啦隊主題： 

     以「藍」、「黃」、「黑」、「綠」、「紅」五主要顏色，發揮巧思結合創意， 

     "素"造 Super Fans. 

 

主題一 
BLUE : Super Sky                   

清涼一下、舒暢奔馳  

藍色：代表清新、清涼、舒適，無邊無際的天空色，蔚藍

的天空、冰涼的流水，都是藍色給人的清涼暢快感。 

你有藍色偏執狂嗎?還是想打扮成納美人卻苦惱沒機會? 

亦或是想當冰雪奇緣的艾莎?拋開你原本的身分，不管你是

想上演阿凡達、Super Man 還是想穿上帥氣劍道服，把握

這次機會，完美變身為 Super Fans。 



 

2 
 

主題二 
YELLOW : Super Happy               

樂觀自信、唯我獨尊  

黃色：代表樂觀、機智、自信，代表了太陽的光與熱，充

滿了朝氣，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可愛中給人帶點淘氣的感

覺。 

你有曾經想過打扮的超級 BlingBling 的走上街頭嗎?不要

害怕，超級黃金陣容，就等你來展現光芒！歡迎你閃亮街

頭，成為唯我獨尊的 Super Fans. 

主題三 
BLACK : Super Strong                             

沉著堅毅、突破重圍 

黑色：代表神秘、高貴、堅忍不拔。 

誰說蝙蝠俠、黑天使只有天暗了才能出現?! 打破傳統、衝

破撞牆期，發揮想像力，組織最強大的黑暗騎士，與選手

們一起突破重圍，勇往直衝，成為選手背後最堅毅的 Super 

Fans. 

主題四 

RAD : Super Hot 

熱情無限、勇往前衝  

紅色：代表熱情、積極、充滿衝勁，給人滿滿活力無限、

勇往前衝的衝勁。 

電力滿滿、熱情如火的你，還找不到舞台發揮嗎? 

展現你的創意、釋放你的熱情，為選手們大聲吶喊，不論

你是熱情舞孃、還是性感如火，都將你的熱情轉變為選手

們的最大動力，一起幫選手 go go fighting，成為火辣辣

的 Super Fans. 

主題五 

GREEN : Super Dream 

理想希望、無限美好  

綠色：代表寧靜、和平、未來，也代表了生長與生命力，

象徵自然界的生生不息。 

跑了一大圈，終點...就在不遠的前方了！未來的光芒，就在

那端等著跑著們，而你們就是那道未來的希望，為抵達終

點的跑者充滿希望與美好的愛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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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日期 & 資格  

 即日起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止接受報名，每隊 8~10 人，以項目一之

啦啦隊主題進行創意發揮，並創作專屬造型與口號。 

 凡報名成功的啦啦隊隊伍，均須配合主辦單位於 12 月 21 日當天所安排的時間與加油

地點，帶動民眾加油。 

三、 報名方式 

 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下載寄至 carriepaix@gmail.com，主旨寫上「2014 臺北富

邦馬拉松啦啦隊報名」 

 書面報名：請下載報名表，並以書面方式寄至 11469 臺北市內湖區行善路 58 號 2

樓之 4「臺北富邦馬拉松 啦啦隊工作小組」收。 

 活動小組將依據您的創意、口號與造型進行評選，獲選者將個別通知。 

四、獎勵辦法 

 凡「報名成功」隊伍即可獲得秀超酷獎勵金 NT$3,000(限額 40 隊)。 

 欲領取秀超酷參加獎獎金之隊伍，須經工作小組確認已取得啦啦隊之報名資格，一旦

符合資格，獎金將統一於 2015 年 1 月 12 日前通知領取。 

五、 注意事項  

 獲得「Super Fans」參加獎」及「Super Fans 素造精彩」之得獎者所獲獎金將依中華

民國稅法規定，中獎之所得應課徵 所得稅，獎項價值未達 NT$20,000 元者，雖不

需代扣繳稅款，主辦單位仍須寄發免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另若得 獎者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則須繳納 20%機會中獎所得，詳細規定，請參閱財政部國稅局網站。  

 活動小組保有解釋及變更本次活動內容及時間之一切權利。  

六、 活動聯絡人 

 臺北富邦馬拉松工作小組 /溫珮妤（02）27921289 #203 carriepaix@gmail.com 

http://www.fubonmarathon.com/cheerleading/doc/2012-fubonmarathon-cheerleading.doc
http://www.etax.nat.gov.tw/
mailto:Leo@paix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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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鈞玉（02）27921289 #206 ponyopaix@gmail.com  

               

 

 

 

 

 

 

 

 

 

 

 

 

 

 

 

 

 

mailto:candice@paix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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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Super Fans」啦啦隊報名表 

企業/學校/社團名稱   

啦啦隊隊名   隊員人數：共    人（含隊長）  

隊長（主要聯絡人）  
姓 名：  電話：  手機：  

Email：  

本隊組成及隊員介紹 (範例: 企業 or 學校 or 全家人) 

主題選定  

 BLUE : Super Sky 清涼一下、舒暢奔馳  

 YELLOW : Super Happy 樂觀自信、唯我獨尊 

 BLACK : Super Strong 沉著堅毅、突破重圍  

 RAD : Super Hot 熱情無限、勇往前衝  

 GREEN : Super Dream 理想希望、 無限美好  

請描述創意主題 

 (表演內容)  

 

請描述服裝聲音道具

安排  

 

小隊口號 
（工作小組會按照您提供的口號製作加油牌，請務必提供） 

 範例：富邦富邦GO GO GO! 

想特別加油的選手  （請填寫關係、姓名）範例：全體選手 

是否參加過 

□是  參加過      年臺北富邦馬拉松啦啦隊   

□否，我是第一年參加，我參加臺北富邦馬拉松啦啦隊，因為             

                                                                   

小隊合照  

（請附上全體隊員定裝照片）  

 

 

【啦啦隊任務說明】  
 加油時間：12月21日(日)，6:00am-12:30pm。  

 啦啦隊將分布於2014臺北富邦馬拉松起終點（臺北市政府前廣場）及比賽沿線，各小隊位置由主辦單

位指定並以書面通知，請各小隊自行前往就定位。 

 12月21日正式賽當天請用你的熱情和活力嗨翻全場吧！讓我們熱情有勁的加油聲不絕於耳、讓振奮人

心的精采表演吸引全場目光！2014臺北富邦馬拉松就是我們素造精彩的絕佳舞台！ 

 有關活動辦法及獎勵措施，本公司保留變更及解釋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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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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活動之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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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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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921289 分機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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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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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1. 本人同意將上述所著著作（下稱：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自即日起讓與富邦人壽，富邦人壽有權

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

作、出租、散布、發行、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利。 

2. 本著作權利讓與後，富邦人壽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飾、增、刪並得省略姓名表示。 

3. 本人聲明並保證本著作確為本人獨立所為之創作，內容無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肖像權或

其他權利之情事。 

4. 富邦人壽不另致酬，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謹此聲明。 

 

  此 致 

富邦人壽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0 歲以下未成年人併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