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環大臺北自行車挑戰 

活動前注意事項 
親愛的車友 您好： 

下列注意事項請詳閱： 

1. 160K 挑戰隊車友之餐盒，統一於 100K 終點(海洋大學)領取，160K 終點恕不提供。 

2. 出發後 9 公里(秀朗橋)有引導上環河路之引道。為安全起見有設置三角錐分道，請依指示

前進騎行。 

3. 活動於國道 3 號木柵交流道前為市區交通繁忙路段。前導車於上述路段將以 25km/h 以內 

時速帶領集團行進。 

4. 活動全程中，請務必 遵守沿線交通號誌與交通規則，違規者依法開罰。 

5. 補給站「上林國小」及「聖約翰科技大學」一律禁菸，請車友自重。 

6. 出發後 108 公里 (外木山海灘前涼亭)岔路口處繼續直行接自行車專用。木棧道路段請減

速慢行。 

7. 計時晶片請於終點繳回，若有遺失者押金恕不退回。 

8. 環大台北，9/5 物資尚未收到者，可來電至本會詢問。 

9. 如當日臨時無法參加或無法於終點歸還，請於活動後一週內(9/14 前)郵寄晶片至：中華民

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100 巷 17 號 1 樓)；並請於信內附上您的退

款銀行名稱、分行名稱、帳號、戶名，以利退款。 

活動日期：9 月 7 日（六） 

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海山分局對面) 

活動流程： 

AM06：00 報到、路線說明、安全騎乘注意事項說明 

AM06：50 出發儀式、貴賓致詞 

AM07：00 出發鳴槍，第一梯次出發 (不分齡) 

AM07：05 第二梯次出發 (不分齡) 

AM07：10 第三梯次出發 (不分齡) 

AM10：30 100K 終點/退晶片_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K 運動隊挑戰車友，可於基隆火車站坐火車返程，詳鐵路局單車攜行須知。 

PM12：30 160K 終點/退晶片_聖約翰科技大學 

160K 挑戰隊挑戰車友，可於紅樹林捷運站坐捷運返程，詳捷運單車攜行須知。 

 

 

挑戰路線：新北市板橋第一運動場-板橋-中和-永和-新店-木柵-深坑-石碇-平溪國中-雙溪上林國小-

貢寮-瑞芳 -澳底-龍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0K 終點）-基隆火車站-外木山-萬里-金山

-石門-白沙灣-三芝聖約翰科技大學（160K 終點），全程 160 公里。 

 

 

 

http://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3722
http://www.metro.taipei/public/Attachment/57521565154.pdf


●活動路線圖： 

 

 

 

 

 

 

 

 

 

 

 

 

 

 

 

 

 

 

 

 

●活動路線坡度參考圖： 



活動各補給(水)站及關門時間 

補給

站  
站名 關門時間 補給物資 協力車隊 補給站  

1 平溪國中 37KM 09:30 水 捷安特力羽車隊 1 

2 上林國小 51KM 10:10 
水、香蕉、果凍、

餅乾、麵包 
桃園藥騎隊 2 

3 海濱公園觀光坪停車場 71KM 11:10 水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3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0KM 13:00 水、福隆便當 桃園藥騎車隊 4 

5 太平洋翡翠灣溫泉飯店 120KM 14:20 水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5 

6 聖約翰科技大學 16:30 水 聖約翰科技大學 6 

備註：1.120KM「供水站-5」設置於台 2 線距離翡翠灣福華飯店停車場入口 100

公尺前之路右側涼亭；車友接近翡翠灣時若欲補水，請留意預先減速靠右

進入補水站。 

2.100KM「補給站-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請在抵達前上人行道過感應晶片

區，否則不會有計時成績，如未過感應區者，未有成績不得異議。 

起點場地配置圖： 

 

 



補給站配置圖： 

補給站-1 平溪國中 37KM          補給站-2 上林國小 51KM 

補給站-3 海濱公園觀光坪停車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71KM   補給站-4 海洋大學 100K終點 

                                         (請留意：160K 組請循紅色箭頭路線前進。) 

 

補給站-5 翡翠灣前 100米處涼亭    終點站 聖約翰科技大學/160K 終點 

(下圖紅點所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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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貼與晶片識別 

 

A.號碼識別 

號碼貼紙 x1 

（請貼於安全帽正面） 

 

B.自行車識別 

晶片 x1（固定於前叉上） 

晶片束帶 x1 條 

 

注意事項： 

活動前 

1. 請將愛車送到各地專業自行車店作一次安全檢查。 

2. 請參加車友自行攜帶簡易維修工具、拆胎棒、內胎 2~3 條、攜帶式打氣筒、水壺 1-2 個、

碼表、心跳表等。 

◎ 人身裝備及個人用品 

1. 安全帽(活動全程請正確配戴安全帽)、手套、自行車鞋、著自行車衣褲或輕便排汗衣、雨衣。 

2. 活動中請減少背負物品；所帶物品可置放於自行車衣背後口袋中，以利長途騎乘之舒適性。 

3. 為騎乘安全，請車友務必以水壺架穩固放置水壺，以免水壺於路途中彈掉落地。 

4. 嚴禁使用寶特瓶取代自行車專用水壺。也請勿將物品懸掛在把手及車架上，以免造成危險。 

5. 請參加車友視需求自備禦寒風雨衣、自行車水壺、手套、補給品、筋肌肉保養品、換洗衣物

等，並隨身攜帶/謹慎保管手機、健保卡、金錢、防曬油、個人慣用藥物、相機…等。 

6. 氣候多變，請隨身攜帶防雨裝備及自行車燈具，以備不時之需。 

◎ 其餘建議事項 

1. 各位親愛的挑戰勇者：運動是保持健康身體的重要原素，請各位視自己活動日身體狀況量力

而為，並請於活動前一日保持充足睡眠及當日出發前提早吃早餐，且以碳水化合物為佳。 

2. 出發前注意自己的暖身運動，可先以輕齒比騎行小段，待身體活熱（血液升溫）再進行正常

騎乘，可避免因熱身不足而造成的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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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 

洽於本年基隆市體育會9/7日辦理(慶祝中華民國108年國民體育日萬人健走大會師)同日, 

雖路段在北寧路有重疊之虞,為保兩活動之人車安全特擬以下注意事項: 

活動將增掛活動公告指示牌以利提醒活動參加者注意其成行人之安全 

並且增派工作人員加強人員車輛之安全疏導 

騎行於郊區、山路、下坡路段，請務必隨時保持安全車速、並注意前後車輛動態，以維安  

全。 

1. 本活動採分梯大團隊出發方式、車友欲從後方超越前方選手時，須由左側超車並出聲告知 

前方，以免行進速率差異造成追撞等意外事故。 

2. 台 2 線 70K～100K(鹽寮至八斗子之間)局部路段為易落石路段，亦為大型重車行經路線，

非專用自行車路線，請參加車友特別注意公路上之騎乘安全。 

3. 台 2 線及台 2 丙線為觀光軸線，車輛眾多。為免阻礙交通且易衍生事故，請參加者務必注

意 騎乘安全、並聽從工作人員引導。 

4. 車友於挑戰中突然變更路線或 S形騎乘是造成摔車的主要因素，請車友切勿任意左右騎乘。 

5. 活動將嚴格執行沒有參加號碼識別者不得混雜於活動車隊中，以維安全。 

6. 活動中如有身體不適、抽筋等現象，請馬上到路邊休息，切勿超出個人身體負荷來挑戰，

並請就近聯絡大會工作人員及救護車。 

7. 本挑戰活動非競賽性質，郊區路段無交通管制，一般人車仍可通行。請參加者確實遵守交

通規則及號誌行進，順向靠邊前進，確保騎乘安全。 

8. 謹守「下坡彎道要慢行」、「嚴禁跨越中間線」、「與前車保持距離」、「不戴耳機騎車」。 

9. 車友於活動全程中，請務必遵守沿線之紅綠燈號誌與交通規則，車友如有違規事項將由大

會工作人員登記、取消成績，並喪失爾後參加此活動之資格。 

10. 活動中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天災或事況，由大會以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

或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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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補給站及終止活動關門點設置： 

（一） 補給站-1/平溪國中 37K    關門時間：09：30 

（二） 補給站-2/上林國小 51K    關門時間：10：10 

（三） 供水站-3/海濱公園觀光坪停車場 71K 關門時間：11：10 

（四） 補給站-4/海洋大學 100K 終點   關門時間：13：00 

（五） 供水站-5/翡翠灣前 100 米處涼亭  關門時間：14：20 

2019環大台北   公告指示標資訊 & 定點人員配置計畫  6/5建一
NO 累計 段距 第一位 最後一位 路口 識別 路段 方向 數量 高度 人數 公告 必掛 警力 備註

82 93 3 10:26:10 12:41:44 台2線 台2  70.6K  北寧路 ↑ 10 1 1 1 右側有漁港

83 93.9 0.9 10:27:58 12:45:10 台2線  69.5K  北寧路、八斗街、調和路 ↑ 10 2 2 1 三叉路口

84 95.2 1.3 10:30:34 12:50:06 碧砂漁港 台2線 台2  68.5K  ↑ 9 1 1 1



（六） 聖約翰科技大學/160K 終點   關門時間：16：30 

1. 供水與補給品。參加本次活動的車友請務必於安全帽貼上大會貼紙以玆識別。 

2. 前導及各站工作人員指示進出補給站，進入補給站後切忌暴飲暴食以免運動中發生嘔

吐的情況，遵從大會之規劃每人一份，並將食用後的垃圾丟到指定之位置避免造成環

境的髒亂。 

3. 名參加本活動之隨行車友，大會恕無法提供補給。 

12. 自行車路線沿線轉彎處設有大會指示牌，請車友遵照箭頭指示前進。 

13. 因海洋大學之後要通過複雜的基隆市區道路，請 160K 車友務必配合大會出發時間，由大

會前導車開道通過此一複雜路段。 

14. 影響車友行進安全，建議參加車友務必將水壺架向下壓緊，並勿使用寶特瓶取代自行車專

用水壺，以免水壺於路途中彈掉落，危及騎士安全。 

15. 隔 10~15 分鐘務必喝水保持口腔滋潤，切勿在口渴時大口喝水，以免身體不適。 

16. 中如有身體不適、抽筋等現象，請馬上到路邊休息，切勿超出個人身體負荷來挑戰，可就

近聯絡大會工作人員及救護車。 

17. 參加者「愛山敬山，不留下個人任何垃圾在山林間」，發揮自行車族愛護環境與整潔的好

風範：「絕對不可亂丟垃圾、可自備環保筷」，以保山林環境美景時時在。 

18. 有未盡事宜或任何變更，得隨時修正之。 

活動後 

1. 感謝所有參加挑戰隊的車友以及各車隊協助之車友及親屬，由於大家的參與，活動才能圓

滿達成。更要恭禧每位勇於挑戰自我的車友，您們完成了一件永遠屬於自己的超級大挑

戰，也再次締造個人長距離的騎乘記錄。預祝各位騎乘平安愉快！  

2. 本次活動之參加完成電子證書，請於活動結束後 3 個工作天後至原活動報名官網頁面下

載。挑戰完成時間於活動結束後公告於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官方網頁

www.cyclist.org.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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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報名視同同意其肖像與成績，得用於相關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保險理賠注意事項： 

1. 參加者請務必攜帶健保卡，活動當日如有受傷者，請務必當日就醫，並與醫院拿取正本診

斷證明及副本收據，以利保險理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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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衰竭、中暑等疾病，有上列病者不適合參加本活動，請勿

參加。 

3. 本活動投保「旅遊平安險」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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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保險法條文規定，未滿

mailto: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http://www.cycli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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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電話：02-8919-3595、傳真：02-8919-3311、大會手機：0928-025-778 

網址 www.cyclist.org.tw、E-Mail：service@cyclist.org.tw 

地址：23146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100 巷 17 號 1 樓 

file:///E:/www.cyclist.org.tw
mailto:service@cycli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