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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海洋園區路跑活動暨中港加工出口區成立 20 週年慶 

~為愛而跑~ 
 

第三屆海洋園區路跑活動並且搭配中港加工出口區成立 20 周年系列慶祝活動，擴大舉辦，

邀請關連工業區、梧棲區公所、及龍井區公所一同協助辦理，歡迎各位來健康路跑，除了認識海

洋園區外，亦可至梧棲港觀光漁市、梧棲老街、美仁里彩繪巷、鰲峰山運動公園、高美濕地等鄰

近景點一覽海線之美。 

本次活動經費除報名費外，由主辦單位年度預算編列支出，大會備有禮物，參加者可用 106

年 11 與 12 月的 5 張發票(起)兌換禮物，不限次數兌換完為止，發票將全數捐給華山基金會之梧

棲站及龍井站(獨居老人照護)。 

主辦單位：臺中市中港加工出口區廠商協進會 

協辦單位：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中港分隊、 

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臺中港關連工業區服務中心、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指導單位：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活動時間：2017 年 12 月 02 日 星期六 am07：00~11：00 

活動地點：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加工出口區 

承辦單位：台灣大腳丫長跑協會 

 競賽項目 

組別 挑戰競賽組(12K) 一般競賽組(6K) 親子休閒組(3K) 

網路報名費用 NT500 NT400 NT300 

團體報名費用 NT400 NT300 NT200 

晶片押金 

(賽後歸還) 
NT100 NT100 無 

名額 500 名 500 名 300 名 

物資與紀念品 

1.紀念衫 

2.紀念毛巾 

3.運動手機臂套 

4.完賽獎牌 

5.成績證書 

1.紀念衫 

2.紀念毛巾 

3.完賽獎牌 

4.成績證書 

1.紀念衫 

2.紀念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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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內容說明 備註 

07：00- 07：10 主持開場 主辦及來賓介紹 

07 : 00 開始寄物，現場發寄物卡 07：10 - 07：15 規則及注意事項提示 

07：15 - 07：30 熱身操 

07 : 30 12K 鳴笛出發 

所有賽事均限時 2.5 小時內回場，無法

回場者視同棄權 
07：35 6K 鳴笛出發 

07：40 3k 鳴笛出發 

09：10 頒獎 摸彩活動 摸彩贈品：FECA 魔法吸盤、DINOS 防

風保暖夾克、Nicole&Sean 精品皮包、

法國(Delsy)大使牌旅行拉桿箱以及

FRAjo 法爵餐券等多項獎品陸續邀請中 

10：00 比賽關門時間 

11：00 活動結束 選手賦歸 珍重再見 

 

 贊助單位 
 

Nicole & Sean 

臺灣精品緹花包 

 

FRAjo 法爵天然雪酪*烘焙坊 

  

TAHSIN 達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RONEVER 向聯科技企業 

 

台中港酒店 

 

鐵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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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本次賽會開放全國報名，採用個人網路報名及團體報名方式進行，挑戰競賽組(11.4K) 限

額 500 人、一般競賽組(5.7K)限額 500 人、親子休閒組(3K)限額 300 人，總額 1300 人，額

滿即不接受報名。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06 日(星期五)截止。 

(二)報名時請詳加評估自身實力，報名手續完成者不得要求退費、更改參加比賽項目、或更換

人名。 

(三)競賽報到：本次活動採郵寄報到。  

(四)本次報名費已含郵寄費用，主辦單位將於比賽前一週將所有物資包裹寄達。請務必填寫正

確的郵寄地址，以免包裹無法寄達。中港加工出口區內團報者，將專人送達公司。 

 

網路報名： 

請洽大腳ㄚ網站查詢  http://www.bigfoot.org.tw/    

團體報名： 

1.梧棲、龍井區民可至指定地點報名此賽事，並當場繳交現金，即享有團體報名的優惠(需出

示相關證件)。 

2.中港加工出口區及關聯工業區各廠商，以公司為單位團體報名，即享有團體報名的優惠。 

 

聯繫窗口 上班時間 電話及聯絡人 地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本會代理報名事宜) 
08:30–17:30 

04-26595926#5108

沈小姐 
台中市梧棲區經三路33號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08:00–17:00 
04-26352411#1222

曾小姐 

台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

247 號 

臺中市中港加工出

口區廠商協進會 
08:30–17:30 

04-26595926#5107

蔡小姐 
台中市梧棲區經三路33號 

臺中港關連工業區

服務中心 
08:00–18:00 

04-26392514#4364

黃先生或陳組長 

台中市梧棲區自強路 280

號 

有關賽事事宜 0912-377966 楊總幹事或 04-23365745 林小姐 

 

http://www.bigfoo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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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衫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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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款式 

 
 完賽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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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方式 

〈一〉 挑戰競賽組、一般競賽組 男.女總成績取前 5 名、頒發獎金.獎盃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11.4k 挑戰競賽組(男)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11.4k 挑戰競賽組(女)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5.7K 一般競賽組(男)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5.7K 一般競賽組(女)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二〉3k 親子休閒組錄取前五名(不分男女)頒發獎盃 

 比賽路線 

 

※供應水站同時備有水果、巧克力、飲料補給等豐富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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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事項 

1.大會投保本活動公共意外險 300 萬，選手如有較高須求請自行再加保。 

2.特別不保項目：個人心臟病、心血管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癲癇等引起之症狀，依

保險條約行之。 

 

 注意事項 

1.本活動 11.4K、5.7K 配置晶片計時、請確實配置牢固於規定位置，易於讀取成績，賽後持

晶片向大會服務台退換押金 100 元。 

2.於競賽進行時須注意安全及個人身體狀況，如有不適應自動休息或停止比賽。 

3.選手於活動期間須確實遵守大會之規定與安排。 

4.不得服用藥物、興奮劑及酒類參賽，經大會發現取消其資格 。 

5.選手如明顯不適合參賽，大會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6.競賽時選手不得有妨礙他人之行為，違着裁判有權取消其比賽格。 

7.大會提供之號碼布、選手須按規定配戴，不得私自變造、無號碼布將不得下場比賽也不計

成績。 

8.棄權或被判喪失資格的選手，雖然體能復原或好轉，均不得繼續比賽。 

9.活動當天除遇豪大雨特報或颱風警報停班停課、或會場、賽道有災害有礙安全時，大會得

公告變更賽程或延期比賽。﹝一般下雨照常舉行﹞ 

10.大會如中止或延期比賽而無法再參賽者，所繳交之報名費、大會得扣除已代辦及已支出費

用後、退回餘額。 

11.如有心臟病、心血管症、糖尿病等請勿報名參加比賽。 

12.選手不得借助其它動力進行比賽，違者取消資格。 

13.選手身體不適或體力不支時，可向裁判或工作人員示意、取下號碼布及晶片中止比賽。 

14.比賽中不得衝撞或阻擋他人，亦不得裸露上身、違者取消資格。 

15.本活動處於室外，溫度較高、活動期間多補充水分以免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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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中山高路線 

由南往北： 

走中山高下王田交流道 → 往大肚方向(台一線) → 沙田路接中華路 → 過中華路高架

橋 → 接臨港東路 → 臨港路與中興路口左轉 → 上特三號道路 → 中二路左轉 → 大

成路 → 進中港加工出口區門口 → 經三路右轉 → 前進約 100 公尺左邊 

由北往南： 

走中山高下國道四號交流道 → 往神岡與清水方向 → 下甲南交流道 → 接台十七線臨

海路 → 往台中港方向 → 臨港路與自強交叉路口右轉 → 進中港園區加工出口區門口 

→ 經過中二路接大通路 → 經三路左轉 → 前進約 100 公尺右邊 

 

二高路線 

由南往北： 

下龍井交流道 → 往台中港方向走中興路 → 過西濱快速道 → 上特三號道路 → 中二

路左轉 → 大成路 → 進中港加工出口區門口 → 經三路右轉 → 前進約 100 公尺左邊 

由北往南： 

下龍井交流道 → 往台中港方向走中興路 → 過西濱快速道 → 上特三號道路 → 中二

路左轉 → 大成路 → 進中港加工出口區門口 → 經三路右轉 → 前進約 100 公尺左邊 

公車路線 

搭乘 308 公車【新民高中-關聯工業區】，車程約 1.5 小時，建議搭乘首班 5:40 發車至

經三大成路口站下車 

公車動態系統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RealRoute.aspx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Travel/RealRoute.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