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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Power 2019 六堆客庄馬拉松 競賽規程 

一、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二、執行單位：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三、競賽日期：10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上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13 時 00 分 

四、競賽地點：美濃國中 

五、競賽項目： 
比賽項目 客庄活力組 

（42.195KM） 
客庄遶尞組 
（25KM） 

客庄爽快組 
（5 KM） 

報 名 費 NT$：800 NT$：600 NT$：300 
保    險 每位選手均投保新臺幣 500 萬元人身保險及公共意外險 
報名日期 本次賽會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 http://t.cn/AiKEEMYb 報名 

報名日期：108 年 6 月 10 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0 日止 
限    時 6.5 小時 4 小時 1.5 小時 
限    額 1000 人 1500 人 2000 人 
集合時間 AM 5:20 AM 5:20 AM 5:50 
起跑時間 AM 5:30 AM 5:30 AM 6:00 
集合地點 美濃國中 
報到方式 一律採郵寄報到，將視團體報名人數收取費用 
衣物保管 4:30-13:00 
團報優惠 團體報名每滿 30 人提供一處休息區 

 
  



2 

六、競賽分組： 
(一)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男、女皆依年齡分 6 組，

共 12 組） 

組  別 男子組 / 女子組 

A 組 60 歲以上（民國 48 年前(含)出生者） 
B 組 50 歲~59 歲（民國 49～58 年出生者） 
C 組 40 歲~49 歲（民國 59～68 年出生者） 
D 組 30 歲~39 歲（民國 69～78 年出生者） 
E 組 20 歲~29 歲（民國 79～88 年出生者） 
F 組 17 歲~19 歲 民國 89~92 年出生者） 

(二) 客庄爽快組(5KM)：不分年齡性別。 

七、參加對象：凡對馬拉松及馬拉松有興趣之中外人士。 
(一)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參加者必須年滿 17 歲。 

(二) 客庄爽快組(5KM)：不限制年齡參賽，8 歲以下兒童需有家長陪同參加。 

(三) 未達參賽資格者，請勿報名參賽。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 

八、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全部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t.cn/AiKEEMYb 

(二) 報名日期：自 108 年 6 月 14 日 起至 8 月 20 日止，如報名額滿，

報名系統將自動關閉，提前截止報名。開放報名後，主辦單位有權

衡量相關因素調整各組報名限額(含報名截止日期)，一切以官方網

頁公告為準。另以上各組均不受理現場報名。 

(三) 比賽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如網路報名額滿，報名系統將自動關閉，不再

開放系統接受報名。 

(四) 完成報名手續並繳完費用之選手，請自行上網查詢是否完成繳費，以確認

報名成功。 

(五) 網路報名時請詳填相關基本資料，以免誤發各項相關報名資訊報名時請詳

加評估自身狀況。 

(六) 報名手續完成者，不論任何理由不得要求更換人名及參賽項目。 

(七) 報名手續完成者，如須更換衣服尺寸者，請於 8 月 20 日 17:00 前致電

02-2949-9257 大會客服 

(八) 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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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ELEVEn 超商 ibon 繳費流程 (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30 元手續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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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內至全臺 7-11 超商門市 ibon 機臺進行繳費。 
(2)i-bon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3)輸入代碼『EBT』 後直接按『下一步』。 
(4)再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5)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6)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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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報名登錄後需於 3 日內繳款始完成報名手續，未在期限內進行繳費者，

視同放棄。 
3. 繳費完成後，可至網站查詢確認繳費狀況，完成報名手續後不論任何理

由所有報名資料均不得修改。重要選手基本資料例如：比賽項目、選手

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等，請務必加強確認，倘資料錯誤造成

當事人權益受損，概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九) 相關資訊洽詢： 

有關網路報名任何問題：請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電詢伊貝特報名網：

(02)2951-6969。 
(十) 計時晶片： 

1.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全部採晶片計時，將以大會

時間做為成績記錄之依據，晶片成績僅作為個人之參考成績。 
2. 參加比賽選手者請提前半小時到場，出發時必須經過晶片感應區，否則

與賽成績不予承認。競賽成績及排名以大會時間為準，若未依大會規定

繫紥晶片，造成無法計時，由選手自行負責。客庄爽快組(5KM)無晶片，

憑號碼布參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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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依出發時間出發，各組鳴槍起跑後，選手需於 10 分鐘內出發(通過起

跑感應區)，延後出發者，因安全因素大會有權限制其出發及不予計算成

績。 
5. 完成全程回終點若無晶片感應成績者(含折返點及檢測站)，取消比賽成

績。 
(十一) 完跑證書： 

1.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於完成比賽後至成績列印區

列印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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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庄爽快組請於完成比賽後，至成績列印區領取完跑證明。 
(十二) 贈品： 

1. 參賽贈品： 

項  目 紀念衣 號碼布 別針 晶片 電子手冊 消費券 

客庄活力組

(42.195KM) 
      

客庄遶尞組

(25KM) 
      

客庄爽快組

(5KM) 
   

X 
  

 紀念衣尺寸對照表:（±1～3 公分為正常現象）如未標示尺寸者一律以 L 
發放。 

公分 3XS 2XS XS S M L XL 2L 3L 
胸圍 80 85 91 94 99 104 109 114 119 
衣 長 53 56 58 63 66 69 71 73 76 

±1～3 公分為正常現象 
2. 完跑贈品： 

項  目 完跑禮 獎牌 證書 水 
客庄活力組

(42.195KM) 
    

客庄遶尞組

(25KM) 
    

客庄爽快組

(5KM) 
×  ※  

※ 客庄爽快組(5KM)在完跑後將頒發「完跑證書」。 

(十三) 報到方式： 

1. 宅配報到：宅配代辦費用如下表，統一於比賽前一星期寄達。 

人數 1 2 3~5 6~20 21~50 51~100 101~200 201~300 

費用 $100 $150 $300 $600 $800 $1,500 $2,000 $2,500 

※ 超過 300 人以上每增加 100 人費用增加 600 元(未滿 100 人仍以 100
人計算)。以此類推。 

※ 宅配領取費依每筆訂單收取，請於報名同時繳交，不同訂單不可合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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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流公司於活動日前兩周將參賽袋（號碼布、晶片及紀念品）開始陸續

配送到聯絡地址。請務必填寫正確及日間可簽收的地址，如報名後需修

改配送地址，請務必與大會聯繫，以免包裹無法寄達。 

3. 本次賽會全部以宅配報到方式寄送報到物資，選手如於賽前一周(10 月

16 日)仍未收到報到物資者請速與黑貓宅急便聯絡（客服專線：

04-7865019 許小姐）。 

4. 收到宅配包裹代表已完成領取參賽物品手續，請於活動當天 10 月 20
日逕自前往活動會場集合即可。。 

5.  

 
(十四) 交通方式 

美濃國中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191 號 

1. 自行開車： 

 行駛國道一號、國道三號轉國道十號→向東往旗山方向→下交流道

右轉行駛旗屏路(台 3 線)→清興街右轉→。光明路(高 93 鄉道)左轉

→直行至中興路(台 28 線)右轉→至中正路左轉→抵達會場(美濃國

中)。 

2. 大會接駁車：由高雄火車站接駁至美濃國中 
發車地點 高雄火車站  
乘車位置 高雄車站前站(公車站) 麥當勞對面 
來回費用 $ 500 元(可於報名頁面加購) 

返程時間 
1. 第一班返程時間：09：30 發車(人數達 20 人(含)以上發車) 
2. 第二班返程時間:11：00。(若人數客滿即提前發車) 
3. 末班返程時間：13:00。 

返程地點 美濃國中停車場(同下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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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競賽路線：如路線圖 
客庄活力組(42.195KM)：(清晰圖請參報名網頁) 

 
美濃國中→中正路→沿獅子頭水圳→原鄉緣紙傘文化村→獅山社區(沿著獅子頭水圳)
大崎下→常美冰店/龍肚國中→中華路→三民路(進入六龜區)→六龜新威森林公園(新
威苗圃/茂管處/折返點)三民路→中華路→龍肚里社真官伯公→成功路→東門樓→沿

美濃湖畔→美濃客家文物館→竹頭背三山國王廟→福美路 (靈山、金字面山下/沿著獅

子頭水圳)→廣善堂→美濃民俗村→福安街→福安社區→瀰濃庄敬字亭→美濃水橋→
中正路→美濃國中 
 
客庄遶尞組(25KM)：(清晰圖請參報名網頁) 



7 

美濃國中→中正路→沿獅子頭水圳→原鄉緣紙傘文化村→獅山社區(沿著獅子頭水

圳)→大崎下→常美冰店/龍肚國中(折返點)三民路→中華路→龍肚里社真官伯公→成

功路→東門樓沿美濃湖畔→美濃客家文物館→竹頭背三山國王廟→福美路 (靈山、金

字面山下/沿著獅子頭水圳)→廣善堂→美濃民俗村→福安街→福安社區→瀰濃庄敬字

亭→美濃水橋→中正路→美濃國中 
 

客庄爽快組(5KM)：(清晰圖請參報名網頁) 

主要行經路線：呈「順時針方向」(為避免與客庄活力組(42.195KM)、超客庄遶尞組

(25KM)跑者有所衝突，故設計為順時針方向；有背景色字為地區重要文化景點)美濃

國中→中正路→沿獅子頭水圳→美濃水橋→瀰濃庄敬字亭→泰安路→永安街(美濃開

庄老街)→美濃文創中心/美濃舊橋→聖君宮→東門樓→自強街→美濃國中(此路線主

要繞著美濃上、中、下庄)  
 

十、獎勵方式及辦法： 
(一) 頒發獎金： 

※按男、女總名次成績頒發，另頒發獎盃乙座，各組總名次錄取者，不再

列入分組名次計算，凡得獎金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以上者，國內選手須

依稅法負擔 10％之所得稅，外籍人士不論金額多寡，須依稅法負擔 20%
之所得稅。 (請於領獎時附身分證影印本)。 

(1) 本賽事獎金分為客庄活力組(42.195KM) 、客庄遶尞組(25KM)「總名次」

與「分組」獎金，各獎項均不得重複領取且以總名次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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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男女總成績獎勵 

客庄活力組

(42.195KM)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男 12,000 11,000 10,000 8,000 6,500 5,500 4,500 3,500 2,000 1,500 

女 12,000 11,000 10,000 8,000 6,500 5,500 4,500 3,500 2,000 1,500 

客庄遶尞組

(25KM)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男 7,000 6,000 5,000 4,500 4,0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女 7,000 6,000 5,000 4,500 4,0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總成績前十名(男/女)頒發獎金、獎盃及獎品(特色農產品)，且不再計入分組排名。 

1. 客庄活力組(42.195KM)、客庄遶尞組(25KM)各年齡分組頒發獎項： 

各組前三名頒發獎金及獎盃，其餘名次頒發獎盃及獎品(特色農產品)。 

           名次 

項目 
NO.1 NO.2 NO.3 

客庄活力組(42.195KM) 1,200 800 500 

客庄遶尞組(25KM) 700 500 300 

各年齡分組報名人數及錄取人數表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1~50 3 

51~100 6 

101~ 8 

註：若各年齡分組報名未達 50 人則不設

分組獎金，前 3 名頒發獎品(特色農產

品)。 
(二) 所有能在4小時內完成客庄遶寮組賽事即在6.5小時內完成客庄活力組賽

事者，將可得到完跑成績證明書乙紙及完成獎牌（完跑成績證明書請於

賽後立即至領取處持晶片感應列印）。 
(三) 客庄爽快組(5KM)：凡完成全程者，頒發完跑證明書乙張。 
(四) 以公司、團體名義團體報名者（限一次統一報名者），30 人以上將提供

一頂帳篷供報名團體使用，因場地限制帳棚數有限，先報名者優先提供。 
(五) 活動路線，沿途將設置飲水站及補給品。 

十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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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衣物保管：大會將於 108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4 時 30 分起於活動會場接受

衣物保管，賽後憑號碼布於活動會場領取，並請於當日下午 1 時前領取

保管物品。 
(二) 競賽途中選手不得由車輛(含自行車)或人員陪跑。 
(三) 請比賽之選手務必考量本身之健康狀況，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選

手應自行負責。 
(四) 所有參賽選手必須佩帶大會發給之號碼布（請務必用別針別在胸前）參

加比賽，未帶者裁判有權取消資格。 
(五) 大會有權將此項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

於本會網站與本刊物上暨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比賽之

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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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不得有異議；

若因故取消活動，報名費將扣除大會成本後，剩餘退還。 
(七) 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大會恕不負責。  
(八) 安全第一，身體不適者請立即停止競賽，並請隨身攜帶健保卡或相關證

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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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此次成績證書採當天發放，請務必活動結束前領取，會後不再另行寄發，

惟若現場電腦計時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則主辦單位於賽後補寄。 
(十) 未完跑選手不提供完跑獎牌。 
(十一)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當天活動公告事項為主。 
(十二) 活動最新資訊將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以及活動 FB 粉絲專頁，恕不另

行個別通知。 
(十三) 主辦單位保有對本活動相關之規則更動與否之權利與各名詞之最終解

釋權，請各位活動參加者務必遵守主辦單位相關規定。 
 

十二、 退費機制： 
(一)繳費完成後，若因故無法參加，將按照以下表格退費機制退費： 

※ 申請報名費退費： 
申請時間 退費內容 
108 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 退還 100 元晶片押金，報名費 100%退費，

支付 100 元行政手續費 
108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19 日 退還晶片押金 NT$100 元，報名費 60%退

還，支付 100 元行政手續費。押金退還方式

請參照本章程第十條之第五款計時晶片第

二項晶片退還方式辦理。 
108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0
日 

1.一般狀況：選手物資已進行配送，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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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退費。 
2.特殊狀況：選手如遇天然或人為災害、交

通中斷、兵役(點閱、教召等)、傷病、妊娠、

本人訂/結婚或一等親內親屬喪葬，請提供

證明文件後，退還百分之五十之報名費及晶

片保證金。 
※ 申請接駁車退費： 
申請時間 退費內容 
108 年 9 月 10 日前 有加購接駁車者，接駁車資將全額退費 
108 年 9 月 11 日起 不再受理接駁車退費手續 

 
(二)退費流程： 

(1)、報名截止前欲進行退費者，請致電伊貝特報名網02-29516969進行登記，

經確認參加者身分與資料均符合後，款項於一至二週後匯入所提供之帳

戶，退費者同時失去參賽資格。 
(2)、報名截止後欲進行退費者，請發 EAMIL 至工作小組信箱

rainbowwingsimc@gmail.com 進行登記。 
(3)、欲申請接駁車退費者，請於周一至周五 10:00-12:00/14:00-17:00 之間撥

打(02)29499257，向大會提出申請。 
※ 退費須提供下列資訊：個人/團體名稱、參加組別（若團體報名者需註

名參賽隊名）、訂單編號、聯絡電話，並附上要退款的帳戶資料（需

包含帳戶名稱、代號及帳號），經確認參加者身分與資料均符合後，

款項於活動後匯入所提供之帳戶，退費者同時失去參賽資格。 

十三、 犯規罰則：違反下列規定者，以取消比賽成績及不計入名次內。 
(一) 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二) 嚴禁於比賽行進路線中推行娃娃車、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車及騎乘腳

踏車。 
(三) 抵達終點時無大會號碼布、晶片者。 
(四) 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五) 報名組別與身分證明資格不符者。 
(六)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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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比賽資格。 

十四、 申訴： 
(一) 比賽爭議：競賽中各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若與田徑規則有同等意義之

註明者，均以裁判為準，不得提出申訴。 
(二) 申訴程序：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布 30 分鐘內，得向大

會索取申訴單以書面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整，由競賽組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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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執聯；大會接受申訴單後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認為無理

得沒收其保證金。 

十五、 保險： 
(一) 人身保險：本賽會已依據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8 條及

第 29 條規定投保 500 萬元人身保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二) 公共意外險注意事項：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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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為本次活動針

對所有參賽者投保每人新臺幣500萬元之公共意外險(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

險契約為準)。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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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委託

辦理之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a)被保險人或工作人員；在本次比賽保險單載明之比賽場地及活動期間

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b)被保險人在競賽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

意外事故。 
2. 特別不保事項： 

(a)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b)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熱衰

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十六、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正後公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