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新北市八個浪 pakelang城市狩獵路跑活動簡章 
 

一、 活動主題：藉由此次路跑活動讓民眾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並體驗原住民文化，亦促進      

全民運動風氣。 

二、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三、 主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 

四、 活動日期：民國 111年 9月 25日（星期日）早上 07:00起跑 

五、 活動地點：二重疏洪運動公園 

六、 活動路線：（參照路線圖資訊） 
(1) Mi'adopay a yofayof狩獵組 (積分制) 
城市狩獵組：二重疏洪運動公園 
※ 狩獵組取得狩獵地圖，依地圖提示進行狩獵尋找獵物野菜等，抵達終點出示集
點卡，即可獲得完賽證明。 
(2) Pakalongay a yofayof小勇士組 (3公里) 

 

小勇士組：二重疏洪運動公園(起終點)→三重環保公園→至折返點處折返後原路回
到終點，完賽者即可獲得完賽證明。 
(3) Ciopihay a yofayof大勇士組 (10公里) 
二重疏洪運動公園(起終點) →往蘆洲方向自行車道→沿途經過忠孝碼頭→至折返點
處折返後原路回到終點，完賽者即可獲得完賽證明。 

 



 
 
 
 
 
 
 
 
 
 
 
 
 
 
  

(4) Kapah戰士組（21公里） 

        二重疏洪運動公園(起終點) →往往蘆洲方向自行車道→沿途經過忠孝碼頭→淡水河

畔公園→至折返點處折返後原路回到終點，完賽者即可獲得完賽證明。 

 
 
 
 
 
 
 
 
 
 
 
 
 
 
 
 
 
 
 
 
 



七、 競賽項目： 

競賽項目 
Kapah 
(戰士組) 

Ciopihay a 
yofayof  
(大勇士組) 

Pakalongay a 
yofayof  
(小勇士組) 

Mi'adopay a 
yofayof 
(狩獵組) 

競賽距離 21km 10km 3km 積分制 

費用 NT$：900元 NT$：750元 NT$：550元 NT$：550元 

晶片 

以上費用已含

拋棄式晶片 
(活動當日無需
退還晶片) 

以上費用已含

拋棄式晶片 
(活動當日無需
退還晶片) 

無晶片 無晶片 

限時 4小時 2小時 1小時 1小時 

限額 400人 1000人 800人 800人 

起跑時間 07：00 07：05 07：10 07：15 

年齡限制 年滿 18歲 年滿 9歲 不限年齡 不限年齡 

八、 報名及完賽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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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h 戰士組/ Ciopihay 
a yofayof大勇士組 

● ● ● ● ● ● ● ● ● ● ● 

Pakalongay a yofayof 

小勇士組/Mi'adopay a 

yofayof狩獵組 

● ● ● ●  ● ● ● ●  ● 

※注意事項： 

1.  完賽禮僅限活動當天完賽現場領取，活動結束後恕不補發。 

2.  完賽者歡迎前往重新橋下市集及原住民傳統文化攤位體驗特色活動。 
九、報名方式： 

(1) 本活動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必須進入線上報名系統，依序完成報名及 ibon

系統繳款。 

(2) 未滿 18歲之選手若以個人報名之方式：須檢附家長同意書（報名網頁下

載），請監護人簽完名以影像檔案寄 E-mail至 service@halo-plus.com。未滿

18歲之選手若以團體報名之方式：由所屬已成人之團體負責人擔保，視同家

長同意參加本活動，則不需再檢附同意書。 



(3) 防疫措施及報名規則如下： 

1.   需於報名時上傳打兩劑疫苗滿 14日以上或三劑疫苗證明或於現場提供 3日內     

  快篩陰性證明(9/23、9/24、9/25)及切結書。 

2.   運動期間可脫口罩，非運動期間要帶好口罩並維持安全社交距離。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範滾動式修正) 

(4) 本活動於 111年 6月 27日 (星期ㄧ)中午 12:00開始受理報名，報名截止日期

為 111年 8月 1日(星期一) 晚上 23:59。截止日期前若已達限額，亦不再受理

報名。 

(5) 參與者於繳費之次日起，至主辦單位所定繳費截止日後七日內，申請取消報名

及退費者，主辦單位酌收報名費百分之二十手續費及行政費，並退還報名費之

餘款。 

(6) 參與者於前款所定期限後，至活動相關物資寄出前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者，主

辦單位酌收報名費百分之四十收手續費及行政費，並退還報名費之餘款。 

(7) 參與者於活動相關物資寄出後，申請取消報名及退費者，主辦單位不退還報名

費。但參與者因下列事由未能參與活動者，得檢附證明文件，向主辦單位申請

取消報名及退費，主辦單位退還報名費全額百分之五十： 

1.   天然或人為災害。 

2.   交通中斷。 

3.   兵役或點閱、教育召集。 

4.   傷病或妊娠。 

5.   配偶或參與者之一親等內親屬喪葬。 

6.   其他主辦單位訂定之事由。 

(8) 比賽資格亦不得轉讓及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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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不得有議；若因故取消，報名費將扣除必要費用後以五折退還。 

(9) 欲取消退費者，請將訂單編號、退款資訊(銀行.分行.戶名與帳號)及聯絡人資

訊，E-MAIL至 service@halo-plus.com信箱，客服電話:02-2258-1668，服務時

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 

 

 

 

 

 

 

 



十、競賽分組： 

Kapah 戰士組/ Ciopihay a yofayof大勇士組 
Pakalongay a yofayof小勇士組/ 

Mi'adopay a yofayof狩獵組 

男甲組 50歲以上(61年次含以前出生) 

不分組 

男乙組 30~49歲(81∼62年次) 

男丙組 29歲以下(82年次含以後出生) 

女甲組 50歲以上(61年次含以前出生) 

女乙組 30~49歲(81∼62年次) 

女丙組 29歲以下(82年次含以後出生) 
十一、競賽辦法： 

(1) 總排名：依大會時間進入終點順序排名。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Kapah戰士
組 /  

Ciopihay a 
yofayof大勇
士組 

男

子

組 

獎金 NT$ 
3,000元 

獎金 NT$ 
2,000元 

獎金 NT$ 
1,000元 

獎盃 獎盃 獎盃 

女

子

組 

獎金 NT$ 
3,000元 

獎金 NT$ 
2,000元 

獎金 NT$ 
1,000元 

獎盃 獎盃 獎盃 

(2) 分組排名：依報名人數比例敘獎，頒發獎盃乙座。 

各組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1~50人 1人 

51~100人 3人 

100人以上  5人 
(3) 完賽獎： (Kapah戰士組 / Ciopihay a yofayof大勇士組)於限制時間內完成比賽
者，皆頒發完賽證書乙紙 (※Pakalongay a yofayof 小勇士組/ Mi'adopay a 
yofayof 狩獵組)選手因未配發計時晶片，完賽證書恕無標記選手姓名及成
績)。 

 
 
 
 
 
 
 
 
 
 
 



十二、活動流程： 
06:00 選手寄物 

06:45 - 06:47 民眾集結 

06:47 - 06:50 主持人開場、介紹長官來賓 

06:50 - 06:55 長官來賓致詞 

06:55 - 07:00 祈福儀式 

07:00  Kapah (戰士組)21km起跑 

07:05 Ciopihay a yofayof (大勇士組)10km起跑 

07:10  Pakalongay a yofayof (小勇士組)3km起跑 

07:15  Mi'adopay a yofayof (狩獵組)起跑 

07:45 開放現場體驗原住民傳統活動 

09:00  Kapah (戰士組)頒獎典禮 

09:05  Ciopihay a yofayof (大勇士組) 頒獎典禮 

10:30  活動結束 
十三、報到方式： 

本賽事一律採郵寄報到，郵寄代理報到費用需連同報名費一併繳交，以方便作  

業，限台灣本島境內，郵資費用表如下： 

人數 1-2人 3-10人 11-30人 31-60人 61-100人 101人以上 

費用 110元 310元 510元 810元 1010元 1210元 
十四、晶片：本次賽事僅提供競賽選手(10km)(21km)晶片計時服務。 

(1) 晶片使用之操作方式請選手於賽前詳閱晶片使用說明。 

(2) 依據國際田徑規則 165.24條規定，選手起跑時間為鳴槍時間。 

(3) 大會將依據鳴槍開跑時間開始計算時間記錄，並依據此時間記錄做為選手成績

統計之判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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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依出發時間出發，超過起跑時間 10分鐘後出發者，因安全因素大會有權限

制其出發及不予計算成績。 

 
十五、注意事項：請詳閱本注意事項 

(1)  安全第一，大會裁判或醫師有權視選手體能狀況，中止選手繼續比賽資格，選   

手不得有異議。 

(2)  報到完成後，請小心保管號碼布，遺失恕不再補發，視同喪失參賽資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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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與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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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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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不得有議。 
十六、公共意外險注意事項： 

(1)  視身體狀況量力而為，並請於活動前一日有充份的睡眠及當日跑步前 2小時食   

 用早餐，本會在現場設有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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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疏失導致及意外發生所受之傷害理賠， 

另外本次賽會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於參賽選手(競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含 

警察及義交)，其投保項目及金額如下：(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1.  每人體傷責任新台幣伍佰萬元。 

2.  每一意外事故責任體傷新台幣伍仟萬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新台幣貳佰萬元。 

4.  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壹億肆佰萬元。 

(2)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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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1.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跑步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競賽 

路線上發生之意外事故。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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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您曾發生過以下病況及有以下疾病狀況，屬猝死高危險群，請咨詢醫師專業  

 的判斷及請勿勉強參加：1.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胸悶、胸痛)、2.不明原因的 

呼吸困難、3.不明原因頭暈、4.突然失去知覺、5.高血壓、6.心臟病、7.腎功能 

異常、8.糖尿病、9.高血脂、10.家族心臟病史、11.癲癇、12.曾有中暑或熱衰 

竭症狀者。 
十七、補給站設置： 

約 2.5~3公里距離設置補給站，水、運動飲料為主要補給內容，詳細補給點於

路線圖上標示。 
十八、醫護站設置： 

主會場設置一座醫護站，賽道全線設置一座醫護站，並設有救護巡邏人員，以

機車於賽道沿線來回巡邏。 
十九、犯規罰則： 

(1) 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比賽成績處理之 

1.  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2.  未別號碼布者。 

3.  嚴禁於競賽中推行娃娃車、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車及騎乘腳踏車。 

(2) 違反下列規定者，取消比賽成績。 



1.  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2.  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3.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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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裁判宣佈成績無效。 
二十、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競賽規則。 
二十一、狩獵組規則： 

(1) 取得狩獵地圖集點卡後，以徒步找尋狩獵物地點，以集點代表狩獵成功，積
分高低純屬娛樂非競賽性質。 

(2) 完成狩獵組全部關卡即可獲得完賽證明跟獎牌。 
二十二、本活動簡章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及報名網站補充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