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金門鐵人二項挑戰賽
競賽規程
一、目
地:發展金門體育運動賽會，帶動地區觀光旅遊效益。
二、指導單位:金門縣政府、金門縣議會
三、主辦單位:金門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金門體育會自由車運動委員會
五、贊助單位: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協辦單位:金門縣立體育場、金門縣立文化園區、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金門日
報社、金沙鎮公所、環保局、金門縣衛生局、金門防衛指揮部醫療連、
自由車安全協會、風火輪協會、金門縣警察局。
七、競賽日期:10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08：00~12：00。
八、競賽項目:1.路跑 5KM+自由車 31KM+路跑 5KM，計 41KM。
2.自由車 31KM
3.路跑 5KM
九、比賽路線:1.路跑 5KM:文化園區→田墩養殖區產業道路→洋山村→金沙水庫一圈
→文化園區。
2.自由車 31KM:文化園區→沙青路→大士宮石雕公園→光華路→勇士
堡圓環→沙青路(5 圈)
十、參加資格:凡身心健康之民眾均可報名參加，未滿 20 歲須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十一、參加人數:合計 500 人。
十二、比賽組別:
(1)男生分齡組
15 歲～25 歲（民國 84 年至 94 年出生者）、（1995～2005）
26 歲～35 歲（民國 74 年至 83 年出生者）、（1985～1994）
36 歲～45 歲（民國 64 年至 73 年出生者）、（1975～1984）
46 歲～55 歲（民國 54 年至 63 年出生者）、（1965～1974）
56 歲～65 歲（民國 44 年至 53 年出生者）、（1955～1964）
(2)女生分齡組
15 歲～29 歲（民國 80 年至 94 年出生者）、（1991～2005）
30 歲～49 歲（民國 60 年至 79 年出生者）、（1971～1990）
50 歲～65 歲（民國 44 年至 59 年出生者）、（1955～1970）
十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
十四、報名手續:
1. 請填妥報名表、志願書(請簽章)、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大會籌備處:地址為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 261 號。
2. 聯絡電話:0932-970285 辛雷達老師，082-311148 金門體育會
十五、競賽辦法:同時出發，分項計名。
十六、獎
勵:
(一)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比賽者，可獲大浴巾、紀念獎章、紀念品及完成
證書。完成證書於活動結束後自行至官方網站下載。

(二)獎金:
1. 騎跑組
(1)男子組:總成績取前六名頒獎金及獎狀乙禎。
獎金依序第一名 12000 元。第二名 10000 元。第三名 8000
元。四名 5000 元。第五名 4000 元。第六名 3000 元。
(2)女子組:總成績取前六名頒獎金及獎狀乙禎。
獎金依序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7500 元。第三名 6000
元。第四名 4000 元。第五名 3000 元。第六名 2500 元。
(3)分齡組:各分組取前六名頒獎金及獎狀乙禎。
獎金依序第一名 2000 元。第二名 1500 元。第三名 1200 元。
第四~六名各 1000 元。
2. 31KM 自由車組:各分組取前六名頒獎金及獎狀乙禎。
獎金依序第一名 2000 元。第二名 1500 元。第三名 1200 元。
第四~六名各 1000 元。
3. 5KM 路跑組：各分組取前五名頒發獎金及獎狀乙禎。
獎金依序第一名 1500 元。第二名 1000 元。第三名 800 元
第四名 700 元。第五名 600 元。
＊ 報名人數未達 6 人，則逐數減一錄取名次。
＊ 各組報名少於三人時，取消該組比賽，運動員允許改選次年輕組別
參賽(由大會報名完成後諮詢)
＊ 以上頒獎以最佳之成績敘獎，不重複敘獎。
十七、注意事項:
1.賽前如遇颱風或人力不可抗拒天然災害，主辦單位為考量選手安全，
有權宣布取消比賽，延期或調整賽事路線。
2.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之。
十八、特別說明:
1.跟車時請特別注意安全。
2.報到時間為 2020/11/28(六)16:00~18:00 報到地點為文化園區，報到後即
驗車及交車，逾時恕不接受報到。補驗車時間為 11 月 29 日上午 06:00
至 7:00 報到處驗車。
4.技術會議 2020/11/28（星期六）19：30 假縣立體育場視廳室召開。
5.為提升本賽事之品質及公平、安全考量，須親自報到及交驗比賽用車。
未於報到時間內完成者，將自動喪失比賽資格。裁判有權終止無號碼
布選手進行比賽。
6.領回賽車時需憑選手有影像之證件並簽名後，由指定路口離開。
十九、保險說明:
1.保險比賽當日大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200 萬，（因大會設施造成的
意外，每人傷亡最高理賠 200 萬元、自付額 2500 元）。(所有保險理
賠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個人本身疾病導致引起之病
症、運動傷害、或個人體質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
臟病、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病症，將不在

保險範圍內，大會為本次活動完成報名之參加者投保每人新台幣貳佰
萬之公共意外責任險 (事故醫療自付額 2500 元)，選手如需較高之保
額，請自行加投保。賽事過程中如有身體不適，請馬上停止競賽，切
勿超出個人身體負荷競賽。
2.如有意外就醫者，請務必於當日就診，請向就診醫院索取診斷證明書
及繳費收據(索取副本收據者請蓋醫院章)，大會將協同保險公司協商
後續理賠作業 (是否理賠由保險公司理賠單位決定)，但無法提供其
他補償金或慰問金。
3.選手請視自身體能狀況量力而為，賽前一日應睡眠充足，賽前 2 小時飲食
完畢，如有不適請立即停止比賽，並請求協助。如強行比賽導致中暑（熱
衰竭）十分危險（保險公司不理賠）。本會於現場執行緊急醫療救護，選
手自身疾患引起之病症發作，則不在主辦單位保險範圍內，大會保險均以
「公共意外」所受之傷害作為理賠承保範圍。
4.轉換區進出皆有管制，確保選手愛車安全，因此比賽結束前禁止取車
比賽期間大會保護選手比賽用車，但如遭竊歉難補償，若有需要請自
行投保失竊險。
二十、11 月 30 日金門軍經一日騎遊，欲參加者請於報名表勾選，俾利編組。參加者
請於騎乘日自備自由車，08:30 由金沙湖畔飯店出發。
二十一、報名窗口
1. 金環球旅行社(協助機+酒訂位服務)
連絡人:洪淑真 082-324682#12 手機 0933-699700
2. 金門體育會
連絡人:辛雷達 黃素泱 082-311148 手機 0932-970285
Mail：kmcosport@gmail.com

傳真：082-32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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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住址
本人保證身心健康，志願參加比賽，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
本人願負全責，ㄧ切責任與主辦單位、承辦單位無關。
選手志願書

選手簽名
緊急通知人

簽名日期:
電

年

月

話:

(年滿二十歲免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家長):
同意選手:
參加比賽
並保證身心健康，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人願負全責，
ㄧ切責任與主辦單位、承辦單位無關。
參加組別:(請勾選)
(1)男生分齡組

□
□
□
□
□

15～25 歲（民國 84 年至 94 年出生者）、（1995～2005）

26～35 歲（民國 74 年至 83 年出生者）、（1985～1994）
36～45 歲（民國 64 年至 73 年出生者）、（1975～1984）
46～55 歲（民國 54 年至 63 年出生者）、（1966～1974）
56～65 歲（民國 44 年至 53 年出生者）、（1955～1964）
(2)女生分齡組

□ 15～29 歲（民國 80 年至 94 年出生者）、（1991～2005）
□ 30～49 歲（民國 60 年至 79 年出生者）、（1971～1990）
□ 50～65 歲（民國 44 年至 59 年出生者）、（1955～1970）
(3)休閒體驗組

□
□
□
(4) □

男騎跑 41KM 二項 □ 女騎跑 41KM 二項
男騎 31KM
□ 女騎 31KM
男跑 5KM
□ 女跑 5KM
參加 11 月 30 日金門一日騎遊

注意事項:
1.每人限填ㄧ份報名表，本表可影印使用。
2.未滿二十歲者請加填監護人或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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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志願書:本人並保證身心健康，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人願負全責，
ㄧ切責任與主辦單位、承辦單位無關。請簽名:

注意事項:
1.本表可影印使用。
2.未滿二十歲者請加填監護人或家長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