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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he Road to Taiwan KOM-Summer 

臺灣 KOM 登山王之路-夏季 
「2021 臺灣 KOM 登山王之路-夏季」活動，全程依照臺灣登山王挑戰路線與定點補給

模式，從七星潭海邊出發，經過太魯閣峽谷、中海拔的混合林到 2500 公尺以上綿延不絕的

高峰….以更充裕的 9 小時騎乘時間，您將擁有百分百的「臺灣自行車登山王體驗」、同時更深

刻飽覽路程中的絕世美景！當您親自騎上這條「2021 臺灣 KOM 登山王之路」，〝臺灣自行車

登山王挑戰〞就不再是遙不可及，臺灣 KOM 將會在您的騎乘經驗中，劃下最深刻的意義。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花蓮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協辦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活動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 

出發地點：花蓮太平洋濱/七星潭賞星廣場 

活動路線：花蓮太平洋濱/七星潭→台 9 線蘇花公路→台 8 線亞泥鳳凰樹隧道→太魯閣牌

樓→錦文橋左轉→天祥→西寶→新白楊→碧綠神木→關原→大禹嶺→台 14 甲線

→合歡山武嶺，總長 105 公里，終點海拔 3,275 公尺。 

活動流程： 

9 月 5 日（星期日） 

16：00 參加者報到、領取物品 – 花蓮大漢技術學院 

17：00 行前說明會 

9 月 6 日（星期一） 

05：30 參加者開始寄放終點物品保暖衣物袋 – 花蓮/七星潭 

05：50 開幕典禮、注意事項說明 

06：00 出發鳴槍 

14：00 大禹嶺關門 

15：00 武嶺關門 

參加資格：全世界有志於挑戰距離、高度、陡度與氣候之本國及外籍自行車騎士。參加活動

選手必需自行辦理人身意外保險。 

活動分組：分組方式如下，含臺灣與外籍人士。 

          競賽組： 

1. 男子組：18歲以上，民國 92年(含)以前出生者(西元 2003~)。 

2. 女子組：18歲以上，民國 92年(含)以前出生者(西元 2003~)。 

       挑戰組： 

1.  M 20 組/15-24 歲，民國 86-95 年（含）出生者（1997-2006） 

2.  M 25 組/25-29 歲，民國 81-85 年（含）出生者（1992-1996） 

3.  M 30 組/30-34 歲，民國 76-80 年（含）出生者（1987-1991） 

4.  M 35 組/35-39 歲，民國 71-75 年（含）出生者（1982-1986） 

5.  M 40 組/40-44 歲，民國 66-70 年（含）出生者（1977-1981） 

6.  M 45 組/45-49 歲，民國 61-65 年（含）出生者（1972-1976） 

7.  M 50 組/50 歲以上，民國 60 年（含）以前出生者（～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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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 女子組/15 歲以上，民國 95 年（含）以前出生者（~2006） 

9.  電力助動自行車組-不分性別年齡。 

報名費用：每人 2000 元，另預繳晶片押金 500 元，終點賽後退還押金。 

包含：號碼貼、車架牌、行李貼、完成獎牌、計時晶片、電子完成證書、保險、 

      補給及午餐等。紀念品二擇一：紀念衫＋防水背袋或風衣（數量有限） 

特別聲明：除大會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外，凡參加活動選手必需自行辦理人身意外保險。 

報名方式：本次活動一律採用網路報名，詳請瀏覽本會網站 www.cyclist.org.tw 

若需選購本活動相關紀念商品，請於報名時一併繳費訂購。 

報名日期：自報名開始日起或 500 位額滿為止。 

代訂下山接駁車服務：每位新台幣 2,000 元，含 1 人及 1 輛自行車，以九人座車運載。 

往東下山：武嶺停車場─花蓮市區飯店 

往西下山：武嶺停車場─埔里/高鐵台中站/桃園機場/臺北火車站。 

代訂住宿：請參閱報名網頁內住宿代訂項目說明及選訂。 

晶片押金：大會使用日本 J-Chip 系統，報名時繳交晶片押金每人 500 元，賽後於終點武嶺

退還晶片並領回押金 500 元，若有遺失者每晶片須付 1000 元賠償金。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一、 受疾管機關管制「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以及距賽

前 15 日內入境台灣者禁止參賽。 

二、 請與會來賓配合隨時控管體溫，高於 37.5℃者禁止進入會場。 

三、 不能維持室外 1 公尺社交距離時或具呼吸道症狀者請配戴口罩，建議孩童與

家長全程戴上口罩，比賽時可以卸下。 

四、 活動仍依最新「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防疫條例措施進行管理，主辦方有權依規

範條例配合活動內容調整。 

獎勵辦法：1.總排名男子組、女子組成績前六名各頒發獎盃乙座。 

          2.總排名男子組、女子組，各頒給獎金 10000.6000.5000.4000.3000.2000 元。 

3.所有參與者於時限內完賽者頒給完成獎牌乙面、電子完賽證書。 

參加須知： 

1. 本參加者係依自由意志，自主決定參加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所舉辦之自行車挑戰、

競賽活動。 

2. 本會除投保大會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外，凡參加活動選手必需自行辦理人身意外保險。 

3. 參加者如於 7.5 小時內完成騎乘，即取得參加「2021 臺灣 KOM 自行車登山王挑戰」

之資格。成績計時以放行點至終點成績計算之。 

4. 本活動嚴禁參加者於活動後，騎自行車往東向或西向下山。 

5. 下山請以隊車接駁；若無隊車者，必需使用大會提供之下山接駁(另行付費)服務，詳

見活動報名網頁。參加者如因違反此規定而發生意外，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6. 所有參加者，規定使用大會提供之防水背袋，將個人保暖衣物置於其中，於活動出發

前交與大會托運至終點武嶺，以利終點保暖穿著。 

7. 花蓮太魯閣山區易有落石，參加者必須於活動報名時詳閱並簽署「活動風險書」。如

有顧慮、或無法同意活動風險書之內容者請勿報名參加。 

8. 終點海拔 3,275m 為高山症好發區域，參加者需留意高海拔症狀。 

9. 此挑戰路線後段極易出現低溫；參加者需注意路上騎乘與抵達終點之後的保暖準備。 

http://www.cycli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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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自行車活動屬高危險活動，欲參加者應審慎評估自身健康狀態。有高血壓、心臟血

管疾病、糖尿病、癲癇症、氣喘...等疾病者，或各種慢性、先天性疾病者，請勿參加。 

11. 大會工作人員有權視參加者體能狀況及道路安全等狀況，決定中止落後距離過長參加

者暫停或中止活動，參加者不得異議。 

12. 限使用標準彎把公路車種，需有完整煞車系統，活動全程需配戴自行車安全帽。 

13. 參加者必須於自行車上安裝「前車燈與後燈」，並於通過隧道、濃霧等視線不良路段

時開啓。 

14. 參加者於活動前，請務必詳實檢查自行車零件組裝及胎壓狀況，將自行車保持最佳

狀況，以維安全。 

15. 本活動無排除其它人車使用活動道路之封路或交通管制；參加者務必遵守交通規則與

號誌，騎乘於右側車道或靠邊，不可逆向騎乘。 

16. 大會設置補給站─西寶、新白楊、碧綠神木、關原加油站、大禹嶺。 

17. 車隊定點補給請於「碧綠神木」及「關原」間的適合點設置，不可動態補給。 

18. 參加者進入終點武嶺後，領取完成獎牌、託運衣物保暖袋、午餐、退晶片領回押金。 

19. 請隨身攜帶健保卡或身分證明文件。活動中如有受傷請當日就醫，並取得醫院診斷

證明及收據，以利保險理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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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意外責任險」的承保內容，請參閱協會網頁中之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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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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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報名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均屬實；若資料提供有誤，一切後果由提供人自行承擔。 

23. 活動中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或事況，由大會以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停止活動

或改用其他替代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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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訊息將另行公告。例：活動日天氣狀況不佳，大會得於活動前宣布因應之事宜，例

如提早結束活動、或變更活動終點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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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報名即視同同意其肖像、成績、媒體/網路報導圖文得用於相關之

活動宣傳與播放。 

25. 請參加者發揮自行車友愛護環境的風範—愛山樂水、絕對不亂丟垃圾。 

26.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變更，得隨時修正之。 

27. 活動前隨時會有最新訊息，將陸續公告於 TCF協會網頁www.cyclist.org.tw 及 KOM

網頁 www.taiwankom.org 上，敬請參加者務必詳閱。 

28. 代辦事項如下，詳細內容請參閱活動代訂項目公告。 

（1）9/5 花蓮住宿、9/6 下山接駁車。 

（2）紀念商品加購─活動紀念衫、KOM 防水袋、紀念車衣。 

活動洽詢：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電話：02-8919-3595 /0928-025-778 

網址 www.cyclist.org.tw    電子信箱 e-mail：service@cyclist.org.tw 

http://www.cyclist.org.tw/upfile/file/20181225/20181225115169526952.pdf
http://www.cyclist.org.tw/
mailto:service@cycli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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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圖 Route Map 

 

◆ 高度圖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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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臺灣登山王之路-夏季_活動紀念衫-300 元 

 

 

◆ 2021 臺灣登山王之路-夏季_加購紀念品_活動紀念車衣-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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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購紀念品_KOM 紀念小熊 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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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購紀念品_KOM 風衣外套 8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