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紀念醫院 2017 永慶盃路跑(嘉義會場)活動簡章 

一、 活動緣起：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期致力國人健康促進及預防保健，深諳養成健康飲食及規律

運動習慣，才是健康促進根本之道。因此積極推動社區健康促進，並配合國健署及衛

生局社區健康促進政策，針對社區民眾健康相關議題進行推廣，進而養成民眾健康行

為。推動社區健康促進多年，各院區屢獲國健署及衛生局相關獎項，深受政府及民眾

肯定。 

為能將健康促進之觀念藉由有趣之活動形式，並假媒體之手推廣至全國，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以台塑關係企業王創辦人永慶先生畢生堅持運動的精神作為楷模，自民國

99 年起開始舉辦「長庚紀念醫院永慶盃路跑活動」，邀請國家元首、縣市政府首長、

衛生主管機關首長於路跑活動中以行動及公開言論表達對健康促進理念之支持，同時

呼籲全國民眾養成良好之健康習慣；活動現場規劃各式攤位宣導健康觀念。多年來，

舉辦地點已由台北市拓展到嘉義縣、高雄市、廈門市，各地參與人數合計也由 7 千餘

人增加至 4 萬人。 

二、 指導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 主辦單位：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四、 承辦單位：嘉義縣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五、 協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嘉義縣衛生局、嘉義縣

社會局、嘉義縣警察局、嘉義縣環保局、嘉義縣政府建設處、嘉義縣政府新聞行銷

處、六腳鄉農會、朴子市農會、太保市農會、鹿草鄉農會、嘉義縣學生校外會、嘉

義縣民雄國中、嘉義縣蒜頭國小、嘉義縣義仁國小、嘉義縣中和國小、嘉義縣圓崇

國小、嘉義縣鹿草國小、嘉義縣過溝國小、嘉義縣香林國小、長庚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台塑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長庚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財團法

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歐姆龍股份有限公司 

六、 活動日期：106 年 9 月 24 日 

七、 活動地點：博愛路(太子大道台糖加油站旁) 

八、 活動路線： 

3 公里組：博愛路（起點） 信義一路 太子大道 故宮大道 博學路 信

義一路（終點） 

8 公里組：博愛路（起點） 信義一路 太子大道 故宮南院 故宮北路

保鐵一路 故宮大道 博學路 信義一路（終點） 



 

九、 活動項目 

組別 8 公里組 3 公里組 

報名費 
200 元/人(台塑企業員工(眷屬)、長庚體系員工(眷屬)、台塑及長庚退休員

工、長庚志工本人優惠報名費 100 元/人) 

集合地點 博愛路(太子大道台糖加油站旁) 

報到時間 07:00 07:00 

起跑時間 08:00 開跑 08:10 開跑 

限時 90 分鐘 90 分鐘 

十、 參加資格：凡身心健康對路跑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十一、 活動內容： 

(一) 現場設有各式健康促進及公益攤位，並安排表演節目及摸彩，歡迎踴躍參加。 

(二) 活動當天免費提供參加者早餐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三) 搭配活動舉辦「跑出健康攝影比賽」，第一名可獲得 5,000 元獎金，相關訊息

請至活動網站查詢。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0910/department/index.html) 



十二、 活動 T 恤尺寸一覽表： 

＊ 精美活動紀念 T 恤數量有限，遇尺寸短缺，大會有權以其他尺寸代替。 

十三、 報名方式： 

◎ 長庚體系及台塑企業報名：長庚醫院員工(眷屬)於報名期間至 HIS 文康報名系統線上報

名，台塑企業員工(眷屬)請至廠區窗口統一報名。 

◎ 網路報名(伊貝特報名網) 

報名日期 2017 年 7 月，請上 http://bao-ming.com/ 線上報名專區，填妥比賽報名資料後，

取得 1 組 ibon 繳費代碼進行繳費。請於報名額滿前完成報名，報名截止日前如名額已

滿，報名即截止，恕不再接受報名。 

 7-11 超商 i-bon 繳費流程(每筆上限兩萬，另需自付每筆繳費 20 元手續費)： 

1.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i-bon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 

憑此代碼至全省 7-11 超商門市 → i-bon 機器螢幕點選『繳費』 → 選擇『虛

擬帳號』 → 輸入廠商碼『EB』 → 輸入您的繳費代碼『AA000000123456』

(共計 14 碼) →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 選取

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 三小時內持

繳費單至櫃檯繳費。 

2. 如遇尺寸短缺時，大會有權以其他尺寸代替。 

3. 繳費完成後，系統將自動發送報名成功之 e-mail 給選手，如無收到 e-mail 亦

可至伊貝特報名網網站「報名查詢」區確認報名成功資料。 

4. 參賽物資領取方式統一以黑貓宅配到指定地址。 

5. 透過網路報名報名費一律 200 元/人。 

◎ 現場報名：2017 年 8 月後(暫訂)，於營業時間親至長庚紀念醫院院區社會服務課(組) 報

名及領取紀念 T 恤、號碼布及毛巾，現場數量有限，依現場現有尺寸為準。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社會服務課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電話：(05)3621000 分機 2116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社會服務組 

地址：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 150 號  

電話：(05)6915151 分機 2917 

活動 T 恤尺寸對照表(Size) 

尺寸 
10 號 

(身高 130cm) 

12 號 

(身高 150cm) 
XS S M L XL 2XL 3XL 4XL 

胸圍(cm) 76 86 91 97 102 107 112 117 122 127 

衣長(cm) 53 58 63 65 65 70 74 76 78 80 



十四、 注意事項： 

(一) 活動當天請務必攜帶號碼布，憑號碼布領取早餐及參加摸彩抽獎。 

(二) 大會保險說明： 

1. 大會為本次活動針對參加民眾投保每人新台幣叁佰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

險。 

2. 公共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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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公共意外責任險險只理賠因大會疏失

造成之意外傷害。（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1)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承辦活動之行為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營業處所發生意

外事故。 

(2) 被保險人在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

故。 

3. 承保範圍不包含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

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

等非主辦單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事故。 

4. 本會對於現場只做必要之緊急醫療救護，參加民眾若有前項所述之疾病史，

建議慎重考慮自身安全。 

(三) 安全事項： 

1. 比賽前如遇集會遊行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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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颱風，長庚紀念醫院

將依嘉義縣政府宣布停止上課為依據，宣佈活動取消，參賽選手不得有議。

若因故取消活動，報名費不予退還。 

2. 參加者須注意過往車輛與行人，以確保自身安全。交通安全管制人員、醫師

有權視選手體能及道路安全狀況，中止或暫停選手繼續比賽，選手不得有異

議。 

3. 參加本次活動者請注意身體健康，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如有不適，請

勿逞強，如有心臟、血管、糖尿病等方面病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請勿參

加，否則，後果請自行負責。 

4. 活動地點日夜濕度、溫差大，請自行攜帶禦寒衣物及雨具。 

5. 活動中請友善、耐心配合交管人員引導。 

6. 運動是保持健康身體的重要元素，請各位重視自己跑步當日狀況量力而為，

並請於活動前一日做充足的睡眠及當日跑步前 2 個鐘頭吃早餐。 

(四) 凡現場獲獎者，出示獲獎人號碼布領取，若未於時間內領取或是無法出示號碼

布，則恕視同放棄領獎權益，相關摸彩規定以現場公告為準。 

(五) 贈品型號及外形依現場實物為主，主辦單位有修改與更正的權利。 



(六)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品價值超過 NT$19,999，需繳交 10%所得稅；外籍人

士需依稅法負擔 20%所得稅。 

(七) 主協辦及承辦單位有權將路跑活動之錄影、相片於世界各地播放或展出，參與

路跑者必須同意肖像用於相關之宣傳及播放活動上。 

(八)如有未盡事宜，歡迎來電查詢。相關訊息以長庚全球資訊網網頁進行發佈。 



長庚紀念醫院 2017 永慶盃路跑活動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壹、參賽聲明： 

本人/團體已詳細閱讀過本活動之競賽規程且同意亦保證遵守大會於競賽規程中所約定之事項，

保證本團體隊員身心健康，亦了解路跑比賽所需承受之風險，志願參加比賽方開始報名，競賽

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團體及家屬願意承擔比賽期間所發生之個人意外風險責任，亦同意

放棄對於非主辦方所造成的傷害、死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損失提出任何形式的賠償索求，一切

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亦明白此項比賽的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或展出及登出於本

會網站上，本團體亦同意主辦或被主辦單位授權之單位寄送相關路跑活動訊息或使用本團體肖

像及成績於宣傳活動上。且保證提供有效的身份證和資料用於核實本團體身份，對以上論述予

以確認並願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一經報名後將不得以任何理由質疑競賽內容所例之事項。 

 

貳、開始報名：（請以正楷清楚填寫，報名視同同意並了解上述參賽聲明） 

一、團體/公司報名聯絡人欄位(Group/Company Information) 

公司名稱(Company Name)：                    聯絡人(Contact person)：               

地址(Address)：□□□-□□                                                            

聯絡電話(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二、報名基本資料表(Participant Information) 

身分證字號 

(ID) 
姓名(NAME) 

出生年月日 

(D.O.B) 

性別 

(GENDER) 

項目

(EVENT) 
衣服尺寸(Size) 

 
  

 
□3公里組 □10 號   □12 號  □XS   □S  □M 

□L   □XL   □XXL   □3XL   □4XL □8公里組 

 
  

 
□3公里組 □10 號   □12 號  □XS   □S  □M 

□L   □XL   □XXL   □3XL   □4XL □8公里組 

 
  

 
□3公里組 □10 號   □12 號  □XS   □S  □M 

□L   □XL   □XXL   □3XL   □4XL □8公里組 

 
  

 
□3公里組 □10 號   □12 號  □XS   □S  □M 

□L   □XL   □XXL   □3XL   □4XL □8公里組 

 
  

 
□3公里組 □10 號   □12 號  □XS   □S  □M 

□L   □XL   □XXL   □3XL   □4XL □8公里組 

                                                                           (表格不夠請自行列印) 

   ◎報名費(Registration Fee)200 元/人 

   ◎胸圍尺寸說明(Size)： 

10 號-76CM    12 號-86CM    XS-91CM    Ｓ-97CM     M-102CM  L-107CM    XL-112CM    

2XL-117CM    3XL-122CM    4XL-127CM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