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滿天星系列挑戰_Stage 1 

扶輪 BASSO 盃北海櫻木花道 
每年都吸引眾多挑戰車友踴躍參加的熱門路線，也是每年「滿天星系列挑戰」活動的開幕首場活動「2017

滿天星系列挑戰 - 扶輪 BASSO 盃北海櫻木花道」，又將在春暖花開的北海岸櫻木花道展開序幕。從著名的淡

水漁人碼頭出發，全程 73 公里的騎乘路線，行經具地中海風情的淺水灣、台灣最北的富貴角、石門的肉粽及

石門洞，沿北 18 線經由山溪村梯田、青山瀑布至三芝，是北海岸最富盛名的單車賞櫻私房路線。就像過年拜

年一樣，歡迎車友相約前來迎新，迎接新的一年自行車季節的開始。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臺北市至善扶輪社 

協辦單位：淡水區公所、石門區公所、金山區公所、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臺北市天母扶輪社、臺北市明德扶輪社、臺北市天和扶輪社、臺北市天欣扶輪社 

活動日期：201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活動起點：淡水漁人碼頭旁 油車口停車場 A 區（沙崙路與中正路口） 

活動流程：AM 06：00    報到、路線及安全注意事項說明 

AM 07：00~07：30 分梯次出發時間 

AM 11：00~   開始頒獎 

PM 13：00   終點關門、午餐 

挑戰路線：淡水漁人碼頭旁 油車口停車場 A 區（沙崙路與中正路口）→台 2 乙線→淡海新市鎮→台 2 線淡金
公路→三芝→石門→北 19 線→北 17 線→北 15 線→三芝→101 線→新林路→淡海新市鎮→終點漁
人碼頭旁（油車口停車場 A 區），全程 73 公里；總爬升 900 公尺。限時 6 小時。 

補 給 站：石門區富基村活動中心(出發後 41 公里；北 15 線 0Km 起點處)。補給站關門時間 AM 11：00。 

參加對象：車種不限。歡迎 15 歲以上，有中長途自行車騎乘經驗，以發現自己潛力、挑戰完成全程為目標者。 

挑戰分組：男子組/女子組依年齡共分 10 組。報名系統將自動分組，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之出生年月日。 

1. M 20 組/15-24 歲，民國 82-91 年（含）出生者（1993-2002） 

2. M 25 組/25-29 歲，民國 77-81 年（含）出生者（1988-1992） 

3. M 30 組/30-34 歲，民國 72-76 年（含）出生者（1983-1987） 

4. M 35 組/35-39 歲，民國 67-71 年（含）出生者（1978-1982） 

5. M 40 組/40-44 歲，民國 62-66 年（含）出生者（1973-1977） 

6. M 45 組/45-49 歲，民國 57-61 年（含）出生者（1968-1972） 

7. M 50 組/50 歲以上，民國 56 年（含）以前出生者（～1967） 

8. W 20 組/女子組 15-29 歲，民國 77-91 年（含）出生者（1988-2002） 

9. W 30 組/女子組 30-39 歲，民國 67-76 年（含）出生者（1978-1987） 

10. W 40 組/女子組 40 歲以上，民國 66 年（含）以前出生者（～1977） 

※ 總報名人數限 1200 人，額滿即停止報名。 

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 1200 元，費用包含：保險、活動紀念衫、完成獎牌、電子完成證書、午餐、補給站補

給品等。(報名費不含晶片押金) 



●櫻木花道_活動紀念衫_樣式示意圖(實際顏色可能與螢幕顯示略有出入) 

●櫻木花道_活動紀念衫_尺寸對照表及丈量方式 

 

 

 

 

 

 

 

 

 

 

 

 

 

 



※加價選購紀念品：Champion System 製限量紀念車衣，每件 1500 元。 

●櫻木花道_Champion System 製限量紀念車衣_樣式示意圖(實際顏色可能與螢幕顯示略有出入) 

 

 

 

 

 

 

 

 

 

 

 

 

 

 

●櫻木花道_Champion System 製限量紀念車衣_尺寸對照表及丈量方式 

 

 

 

 

 

 

 

 

 

 

 

 



 

※加價選購紀念品：Champion System 製圓領 T-Shirt，每件 800 元。 

●櫻木花道_Champion System 製圓領 T-Shirt_樣式示意圖(實際顏色可能與螢幕顯示略有出入) 

 

 

 

 

 

 

 

 

 

 

 

 

 

●櫻木花道_Champion System 製圓領 T-Shirt__尺寸對照表及丈量方式 

 

 

 

 

 

 

 

 

 

 

 

 



●櫻木花道_完成獎牌_樣式示意圖 

 

 

 

 

 

 

 

 

 

 

 

報名注意事項： 

� 限使用線上報名，請點選本會網站 www.cyclist.org.tw 相關活動公告進行報名。 

� 即日起報名至 2 月 8 日或額滿截止。2 月 10 日公佈參加編碼名單，請密切注意本會網站公告。 

� 2 月 11 日(含)前取消報名(以 email 至客服信箱提供完整「訂單資訊」及完整「退款帳戶銀行/分行/

帳號/戶名」方為有效)者，將於活動後之 3 月底前扣除匯款手續費後退費。2 月 12 日起，除活動因

故延期或取消外，恕無法接受取消報名、退還報名費、取消宅配或是變更衣服尺寸。 

宅配服務：本活動一律以宅配方式預先配送報到資料及活動贈品/加購紀念品。請於報名繳交報名費同時繳交宅

配代辦費與晶片預繳押金。宅配寄送報到資料物品，將於 3/1 統一配送(限台灣境內)。若 3/6 尚未

收到，煩請速以電話(02)8919-3595 洽本會查詢。 

宅配運費：詳如下表，請於線上報名時務必完整填寫正確宅配收件人資料，以利包裹順利送達。 

人數 (人) 1～5 6～10 11～20 21～50 51 或以上 

運費(NT$) 130 250 350 450 500 

獎勵辦法： 

1. 所有報名參加者均可獲得完成紀念獎牌。 

2. 所有參加者於時間內完成者發給電子完成成績證書。(電子證書下載方式：於活動後三個工作天後請至
原報名網頁點選〝成績查詢〞查詢並請自行列印。) 

3. 為鼓勵車友歡樂參與及安全騎乘，本活動將由大會評選、並於 11:00 起陸續在終點會場頒發獎項如下： 

「最佳團隊獎」─頒給最具互助合作、凝聚力及大局意識的團隊。 

「最佳精神獎」─頒給最具運動家精神、貫徹始終及運動風度的個人或團隊。 



4. 2017 滿天星系列「大滿貫」紀念：報名並完騎 2017 年滿天星挑戰系列(含外加場次)合計達九場活動之
車友，將可額外獲得「2017 年滿天星挑戰系列大滿貫」獎牌、獎狀及紀念車衣。 

5. 「滿天星超級大滿貫」紀念：為感謝五年來全勤參與滿天星挑戰之車友，特將於 2017 年底舉辦「滿天
星超級大滿貫」頒獎。 

參加須知： 

1. 報名參加本活動者，視同同意遵守本簡章內所述之所有規定。 

2. 為維護報名者之權益，未報名者請勿陪騎或取用補給物資。 

3. 報名後請特別注意，本會網站 www.cyclist.org.tw 及 Facebook- http : // www . facebook . com / 

tcf1999 上將於報名截止後，陸續公告相關活動資訊，包括「參加者編碼名單」以及「行前公告─活

動注意事項說明」。 

4. 因山區可能起霧或下雨影響視線，為保障車友安全，自行車請裝置車頭燈及車尾燈，全程請確實配戴

安全帽及穿著適當車衣褲。 

5. 水壺必需使用自行車專用水壺。為避免水壺於行進間掉落影響後方車友安全，請務必於行前檢視並調

整水壺架，保持水壺能穩固安置參加活動前務必詳實檢查自行車零件胎壓組裝之牢靠，保持自行車

最佳狀況，以維安全。 

6. 本活動使用日本 J-Chip 晶片系統計時；晶片安裝方式的正確與否，將影響晶片感應成績的靈敏度。

請務必依「行前公告─活動注意事項說明」所述方式妥為安裝晶片。 

7. 晶片若有遺失者，每片需付 1000 元賠償金(亦即押金恕難退還)。若無法於返抵活動終點現場退還晶

片者，請務必於活動後一週內將晶片連同退款銀行名、分行名、帳號及戶名等資料以掛號郵寄回本

會，以利押金退費作業。 

8. 因為長途公路騎乘，建議使用公路車或是裝配光頭胎之越野車，以利騎乘效益；參加者請務必自備內

胎及簡易維修工具，以備破胎汰換與故障排除。 

9. 本活動為非競賽性質之挑戰活動，活動無交通管制，部份路段由工作人員引導與交通疏導。請參加者

務必遵守工作人員引導並確實遵守交通規則，順向靠邊前進，以確保騎乘安全。 

10. 自行車於交通法規中被視為機慢車，故若未遵守交通號誌將被開立罰單，請參加者特別注意。違規者

經查屬實者將取消成績並禁止日後報名參加本活動。 

11. 活動前務必詳實檢查自行車零件組裝牢靠及胎壓適當，保持自行車最佳車況，以維安全。 

12. 本次活動，凡健康狀況良好、自認能完成本次自行車挑戰活動者，皆可報名參加；建議 2 人以上組

隊參加，在挑戰路上結伴同行相互照應，共享完成的喜悅。 

13. 自行車挑戰請視個人實力與健康狀況參與，有不適時請至路邊安全地點休息，切勿超出個人身體負荷。 

14. 本挑戰活動有一定難度，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身體如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

癲癇症、氣喘等病歷者不適合參加本活動，請勿報名。 

15. 本活動依內政部相關規定投保 500 萬元「公共意外責任險」。「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擔大會責任內

所致之意外傷害理賠。參加者如有本身各項疾病史，請自重評估自身安全不可報名參加。如有考量

保險保障範圍之不足，請自行加保其他有效之個人保險。本活動保險的最高理賠金額為保單所承擔

之金額，主辦單位不提供超越保單理賠金額之理賠金額。如對於承保內容中之保險理賠範圍、項目、

金額無法同意者，禁止參加。「公共意外責任險」的承保內容，請參閱報名網頁中之保單網頁。本活

動之保險理賠金額，將於承保本活動之保險公司確認保單內容後於活動網站中公佈。 

16. 依據保險法條文規定，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投保之人壽保險或傷害保險保單，15 歲以前

不能含有身故給付。 



17. 請務必隨身攜帶健保卡。活動日有受傷者，保險理賠需憑當日就醫診斷證明及收據辦理。 

18. 大會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及公告、展出、登錄於網站與刊物上，參加者

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19. 大會工作人員有權視參加者體能狀況及道路安全，中止或暫停其活動，參加者不得異議。 

20. 活動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或事況，由大會以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延期或改用

其他替代路線與方式，參加者同意由主辦單位依對參加者最有利之狀況進行處置。 

21. 請所有參加者發揮自行車友愛護環境與整潔的風範—絕對不丟垃圾。 

22.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變更，得隨時修正之。 

 

備  註：報名後請特別注意，本會網站上將陸續公告相關活動資訊。 

 

活動路線/高度圖： 

 

活動洽詢：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電話 02-8919-3595，傳真 02-8919-3311，網址：www.cyclist.org.tw 

 

 

 

補 給 站：1.富基村活動中心---出發後 43 公里 

     2.起、終點會場-淡水漁人碼頭旁油車口停車場 
補給點 

起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