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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佈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  1221 全球好手「快樂跑」 

肯亞選手挑戰三連霸 台灣好手超越自我 

 

台灣最盛大的城市馬拉松嘉年華--臺北富邦馬拉松，12 月 19 日舉行「菁英選手歡迎

會暨賽前記者會」。邁入第 11 年的臺北富邦馬拉松，成功帶動國內路跑風氣，報名人數

年年成長，今年全馬與半馬參賽人數不僅是首屆的 4 倍之多，今年競賽組 4.2 萬個名額，

不到三天立即額滿，更創下台灣史上人數最多、最快額滿的馬拉松賽事紀錄！12 月 21

日來自全球路跑好手將與國內菁英同場較勁，今年是否能再度刷新台灣馬拉松最佳成績，

以及過去 2 年男子全馬冠軍、來自肯亞的喬瑟法‧傑可波(Josphat Kamzee Jepkopol)仍

否寫下三連霸紀錄，備受各界矚目！  

 

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表示，今年全台幾乎每一個周末都有賽事，而臺北富邦馬拉松

4.2 萬競賽組卻還是在 3 天之內報名額滿，刷新紀錄！我們要謝謝跑者們對臺北富邦馬拉

松的熱情參與，也感謝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及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的全力投入，讓跑者們能

盡情在台北街頭，享受跑步最純粹的快樂！富邦金控副董事長蔡明興也指出，運動能為社

會帶來「正向的力量」，臺北富邦馬拉松成功帶動台灣路跑風氣，我們不只希望用運動行

銷台灣，也要用運動來打造健康快樂的幸福社會！  

 

參賽者愈跑愈年輕美麗 女性首度突破 3 成 

海外選手成長 23%  全球跑馬好手齊聚台北爭冠 

  從今年競賽組報名資料分析，女性參賽者比例已連續四年持續攀升，今年首度突破 3

成，其中 9K 競賽組第一次出現女性超越男性的現象，女性參賽者達 51%，首度過半；參

賽者也呈現年輕化趨勢，三十九歲以下民眾佔比提升至三分之二，顯示馬拉松已成為全民

時尚運動；而在海外參賽選手方面，今年報名人數大幅成長 23%，共計有來自國外 40 國

的選手參賽。 

 

在最受矚目的菁英選手方面，今年來自肯亞籍男女戰將來勢洶洶，他們將爭取台灣最

高額破紀錄獎金 200 萬元。目前大會最佳紀錄，分別是男子組衣索比亞籍耶曼尼(Yemane 

Tsegay Adhane)的2小時10分24秒，和女子組肯亞籍海倫娜(Helena Loshanyang Kirop)

的 2 小時 27 分 36 秒(註 1)。今年男子全馬實力好手(註 2) 有最佳成績 2 小時 7 分 29 秒的

Ronald Kipkoech Korir，以及有 2 小時 9 分實力的 Julius Chepkwony Rotich，均是潛在

黑馬有機會刷新大會紀錄，也讓前兩年冠軍喬瑟法‧傑可波(Josphat Kamzee Jepkopol)

的三連霸之路，備受挑戰！全馬女子組菁英選手(註 3)則是擁有 2 小時 25 分 03 秒實力的

Alice Jemeli Timbilil 最被看好！  

 

    台灣馬拉松好手的競爭也相當激烈，包括勇奪 2013 臺北富邦馬拉松全馬與 2013 全

運會男子組冠軍的何盡平，以及擁有 2 小時 19 分 14 秒實力的台灣男子全馬好手蔣介文、

2012 年女子全馬台灣冠軍陳淑華，以及何盡文、簡培宇、謝千鶴等一級戰都將與國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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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同場競速，再次挑戰自己最佳紀錄！今年台灣區男女冠軍還將受邀赴日本靜崗馬拉松參

賽交流。 

 

愛快樂！一己之捐，晶片獻大愛 

富邦金控副董事長蔡明興指出，臺北富邦馬拉松，不僅是國內最具指標性與國際性

的賽事，我們更高興看到它成為匯集社會愛心的公益平台，累積過去公益衫義賣、跑者里

程數捐款超過 2000 萬元，陪伴了罕見疾病基金會、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和善牧基金

會這些關懷弱勢的團體一路成長；其中我們去年首創的「捐晶片，做愛心」活動，更一舉

得到逾 1.2 萬名跑者響應，今年參與募集晶片的公益團體將再新增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和

癌症希望基金會，不只是把社會溫暖帶給更多人，同時也是出自富邦人壽一貫以來關注退

休長照議題，並且推動用保險補足全民醫療防護網的用心。 

 

富邦每年藉由臺北富邦馬拉松結合各項公益專案，包括馬拉松公益衫義賣、國小校

際盃暨名人公益路跑接力賽公益捐款，並將正式賽每位跑者完跑公里數轉換為等值公益愛

心基金，同時也為近 5,000 位馬拉松所有工作人員（包括賽事工作人員、志工、裁判、警

察、義交、啦啦隊、醫護人員），捐出等同全馬完跑的公益金；同時擴大去年受到熱烈回

響的「捐晶片，做愛心」活動，讓跑者 100元的晶片押金也能化為愛心捐款，把里程計時

器變為個人愛心里程碑。 

 

大型慶生趴 熱鬧求婚  城市嘉年華 So Happy   

Fun 快樂！成雙成對「快樂跑」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今年主題「快樂跑」，不只是邀請跑者回歸跑步最純粹的本

質，享受跑步的快樂，以及邊跑邊做公益的快樂，大會將協助跑者創造更多快樂的回憶！

今年將為賽事當天(12 月 21 日)生日的壽星們，獻上臺北富邦馬拉松的生日祝福！共有逾

百位的壽星跑者，除了擁有在台北市中心路跑的寶貴回憶，還將享有來自現場成千上萬跑

者的祝福，擁有最難忘的生日趴！熱鬧的求婚場景，也將出現在這場台灣最盛大的城市嘉

年華裡！ 

 

同時，呼應企業冠名贊助的臺北富邦馬拉松，邁入第 11 年，「11」就像是成雙成對

的兩個 1，在馬拉松賽道上，有了彼此的陪伴，跑起來一定更有動力！所以今年「Fun Run」

三公里休閒組，號召百對的「成雙成對」跑者樂在一起，除了夫妻、好友，還有明星雙胞

胎、甚至是相差 11 歲的姐弟戀情侶檔，他們都將穿上情侣裝或速配的造型，同步快樂開

跑！   

 

粉快樂！世大運五彩風情啦啦隊 與跑者同樂 

    向來最吸睛的臺北富邦馬拉松啦啦隊，今年結合「2017 臺北世大運」象徵五大洲的

代表色「藍」、「黃」、「黑」、「綠」、「紅」，做為不同路段的主題色，超過千人的五色啦啦

隊，在為世大運集氣的同時，更要賽道上所有國內外跑者喊出最繽紛快樂的加油聲！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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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繽紛的市府廣場歡樂開跑、行經熱情無限衝的仁愛林蔭大道(紅色系)、唯我獨尊跑第一

的中山景福路段(黃色系)、清涼一下、舒暢奔馳的大直北安沿線(藍色系)、突破重圍的河

濱左岸(黑色系)、一直到衝刺階段的綠色系基隆信義，特色啦啦隊將為台灣跑者喊出最繽

紛快樂的加油聲，熱情見證各界好手們是否能再次刷新大會最佳成績!  

 

近 5 千位工作人員堅守崗位 成就一流國際級賽事 

為了打造具備國際級規格馬拉松賽事，2014 年臺北富邦馬拉松動員近 5 千名人力，

其中包括近 2,000 名賽事工作人員及志工、逾千名的啦啦隊、逾 300 名裁判、800 多位

警察、650 多位義交和 350 多位醫護人員，分布於會場與賽道沿線，為所有的選手提供

更安全完善的服務與熱情加油。 

 

有趣的是，今年前來應徵的志工，也呼應第 11 年臺北富邦馬拉松「成雙成對」樂在

一起的主題，除了出現不少親子檔志工，今年也首度看到雙胞胎志工，像來自廈門集美大

學的美女雙胞胎志工，這次就是負責服務「成雙成隊」的 FunRun 跑友，而且她們「台

語也很通」，服務年長的跑者也沒有問題。所有的志工朋友與工作人員都將在 12 月 21 日

正式賽當天，全力以微笑和行動服務所有國內外跑友，提供最安全與完善的賽事服務！讓

跑友們都能安心、舒適地快樂開跑！ 

 

「雲端馬拉松」近 20 萬公里健康公益足跡 用愛守護義消 

富邦將打造健康社會視為企業重要的責任，為了讓跑步能夠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

份，臺北富邦馬拉松賽事前一個月，富邦人壽首推線上練跑「雲端馬拉松」，同時不忘結

合公益，跑友只要上傳完跑里程數的手機截圖，累計達 3 公里，富邦就捐出百萬愛心公

益金，給中華民國義勇消防總會，為偏遠鄉鎮的打火英雄更新消防衣。活動上線僅僅一週，

熱情跑者就累積超過 3 萬公里里程數，富邦人壽也捐出 100 萬元給中華民國義勇消防總

會，目前愛心里程仍持續累積近 20 萬公里，相當於繞台灣 125 圈！  

(註 1)臺北富邦馬拉松全馬組男女紀錄為 2011 年創下。 

(註 2)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男子組菁英選手：Ronald Kipkoech Korir 於 2014 年德國法蘭克福馬拉松的 2

小時 7 分 29 秒；Samuel Kiptanui Maswai 於 2013 年德國柏林馬拉松 2 小時 8 分 52 秒；Julius 

Chepkwony Rotich 於 2014 韓國大邱馬拉松的 2 小時 9 分。 

(註 3) 2014 臺北富邦馬拉松女子組菁英選手：Alice Jemeli Timbilil 以 2 小時 25 分 03 秒勇奪 2010 阿姆斯

特丹馬拉松后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富邦金控/地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37 號 

發言人： 許婉美總經理    電話：(02)6636-6636  

聯絡人： 林  晨         電話：(02)6636-6636 分機 57432 

         吳雯雯          電話：(02)6636-6636 分機 57416 

富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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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陳俊伴總經理   電話：(02)8771-6699 

聯絡人： 余紓蓓         電話：02-2176-5188 分機 25151 / 0910-003-973 

葉代芝         電話：02-2176-5188 分機 25712 / 0988-680-591 

         王美如／陳姿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