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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全國自由車電競錦標賽 

 報名簡章 

 

一. 依    據：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00013727 號函與第 1100015945

號函辦理。 

二. 目  的： 

一. 為全國首場線上電競賽結合線下電競賽實體賽事，以集體線上數位比賽資格賽結合

線下實體的決賽，讓全國自由車電競錦標賽成為新穎、潮流並且公平公開的正式賽

事。  

二. 運動數位化的發展已是全球運動項目的主流趨勢，其中發展最成熟的，莫屬於自由

車的虛擬實境電競賽事。 

三. 為遴選 2021 台灣盃國際自由車電競爭霸賽及 2022 亞洲自由車電競錦標賽國家代表

隊之參考依據。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政府(暫列)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暫列) 

五.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志合訊息股份有限公司(WhiizU)、 

                   維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 活動期間：民國 110年 6月至 8月。 

七. 比賽日期：1.預賽：民國 110年 6月 16日及 6月 19日(二場雲端場次，星期三、六)。 

說明/場次 
6/16(三) 

第一場第 1次 

6/16(三) 

第一場第 2 次 

6/19(六) 

第二場第 1次 

6/19(六) 

第二場第 2 次 

進場 19:00 20:00 09:00 10:00 

比賽 19:30 20:30 09:30 10:30 

關門 20:25 21:25 10:25 11:25 

        2.決賽：民國 110年 8月 7日 (星期六)。 

八. 決賽地點：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網球場(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 300號)。 

九. 參加資格：凡身心健康者均可自由報名參加。 

十. 分  組： 

組  別 資  格 

男子菁英組 18歲(含)以上，民國 92年(含)以前出生者 

男子青年組 16-17歲，民國 93-94年出生者 

女子公開組 16歲(含)以上，民國 94年(含)以前出生者 

市民大師組(M30) 31~39歲，民國 71~79年出生者 

市民大師組(M40) 40(含)以上，民國 70年以前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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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比賽項目： 

預賽組別 
線上 

預賽路線 

線上 

預賽公里 

線下 

預賽組別 

線下 

複賽路線 

線下 

複賽公里 

線下 

決賽組別 

線下 

決賽路線 

線下 

決賽公里數 

男子菁英組 
環九份山

城 2圈 
28.4 KM 

男子菁英

組 A, B 

台北站 

2圈 
20.8KM 男子菁英組 

高雄站 

30KM 

女子公開組 
環九份山

城 1圈 
14.2 KM -    女子公開組 20KM 

男子青年組 
環九份山

城 2圈 
28.4 KM 

男子青年

組 A, B 

 台北站 

1圈 

 

10.4KM 
男子青年組 30KM 

 

市民 M30 
環九份山

城 2圈  

28.4 KM 

- - - 市民 M30 

高雄站 20KM 

市民 M40 
環九份山

城 2圈 
- - - 市民 M40 

十二. 決賽活動流程(暫定)： 

時間 內容 距離 項目關門時間 備註 

08:00 上午組別報到   男青 A組就位 

09:00 男青複賽(A組) 10.4KM 09:20 男青 B組就位 

09:25 男青複賽(B組) 10.4KM 09:45 男子 A組就位 

09:50 男子複賽(A組) 20.8KM 10:25 男子 B組就位 

10:30 男子複賽(B組) 20.8KM 11:05 男青決賽就位 

11:10 男青決賽 30KM 11:55  

頒獎 

午休 

12:30 下午組別報到  項目關門時間 M30 就位 

13:00 M30 決賽 20KM 13:35 女子組就位 

13:45 女子組決賽 20KM 14:20 M40 就位 

14:30 M40 決賽 20KM 15:05 男子決賽就位 

15:15 男子決賽 30KM 16:00  

頒獎 

十三. 賽事形式：分線上預選及線下決賽兩場賽事，第一階段為線上兩場預選。 

                  第二階段為線下實體複賽及決賽(冠軍賽)。 

 

十四. 成績計算： 

一. 選手可參加兩場線上賽，各場取前八名選手進入決賽。如第一場進入決賽名單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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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第二場則不得參加。 

二. 線上賽之後主辦單位將確認出賽名單，如獲得資格進入線下賽，並已確認出賽 

線下賽卻無故不到者，則線上成績不予做遴選亞錦賽參考。 

十五. 預選線上路線（二場）：WhiizU 軟體，請下載” WhiizU: World “應用程式。 

十六. 軟硬體相關問題請上 WhiizU 官方洽詢。 

十七. 報名辦法： 

一. 報名費: 新台幣 400 元，採現金袋或匯款方式，匯款後請將匯款單上註明報名 

【隊伍】或【參賽者姓名】連同下列資料一起寄出，方便查帳確認。 

二. 報名費匯款帳號：華南銀行楠梓分行，代號 008，帳號：711-10-002281-8， 

戶名: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三. 報名郵寄 EXCEL 報名表紙本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含切結書)】、【報名費現金或匯

款單影本】以掛號依規定時限內逕寄報名地址(郵戳為憑)，煩請務必 Email 您的報名

EXCEL 表單至電子郵件 cycling.ort.tw@gmai.com，以利本會做彙整並規劃後續作

業。 

四. 逾期、資料不齊全及未於官網上填寫報名表單者不予受理報名；大會將不接受臨時或

追加報名，如未參賽，所繳報名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還餘款。請審

慎填寫報名表內資料，於賽會前 10天(110年 5月 24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者，視

同棄權。 

五. 線下保險：凡獲選參加線下比賽之選手，自身也必須辦理保險，大會也將為參賽者投

保保險及辦理公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六. 參加者務必攜帶健保卡。 

十八.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 日（星期四）截止，受理報名以郵戳為憑。 

報名地址：81165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 160 號(自由車場左側)  - 陳玉珠小姐收。 

電    話：(07)355-6978（電話報名恕不受理）。 

十九. 報到與賽前說明會： 

日期 時間(暫訂) 內容 地點 備註 

8 月 6 日 

     (星期五) 

16:00~17:00 裁判會議 
鳳甲國民中學

(1F 南棟共讀站) 

 

17:00~18:00 
賽前說明會 

(事關自身權益，請務必出席) 
 

8月 7日 

(星期六) 
08:00~~ 報到 

鳳甲國民中學網

球場 
 

 

二十. 獎勵辦法：  

一. 各組取前六名，前三名頒發獎金、獎牌及獎狀；四至六名發給獎金及獎狀； 

第一~三名獎金 5,000、2,500、2,000，第四~六名 1,000、800、500； 

各組報名人數若未達 10 人，該組則錄取前三名且獎金減半。 

二. 凡完成報名參賽者，即贈送酷 T 恤一件。 

三. 請攜帶身分證件作為領取獎金身分核對。 

二十一. 頒獎典禮：頒發前三名，優勝選手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與運動鞋親自出席頒獎典禮，無

故不到者，將依照大會規則之規範進行罰款沒收獎勵，不予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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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申  訴： 

一. 程序：應於 30分鐘內，簽字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審判委員會判決

為終決，提出申訴，同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申訴不成時沒收其保證金充作

大會基金。 

二. 如未經上述程序提出申訴以致干擾比賽進行，將由審判團採取適當處分，以維競賽之進

行。 

二十三. 規  則：採用國際自由車總會（UCI）最新自由車規則及大會競賽規則及賽程表進

行，UCI規則請參閱 https://ppt.cc/fwaxHx。 

二十四. 賽事期間，如遇天災、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大會將視情形決定延期或停止活動進

行，若活動取消將不予以退費，主辦單位亦有權變更活動流程及相關路線等，並將於活

動前一日公告於活動網站上，恕不另行通知。 

二十五. 賽事將近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或事況，由於大會以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

否取消或改期，則報名費將不受理退費。 

二十六. 比賽如遇到不可預期之外力干擾，如停電、網路斷訊、藍牙中斷等，則由大會裁判組判

定成績 

二十七. 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 

電話: 07-3556978  傳真: 07-3556962 

電子信箱: cycling.org.tw@gmail.com 

申訴信箱地址: 81165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 160號(自由車場左側) 

二十八.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報體育署備查後公佈之。 

二十九. 參加者同意並授權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拍攝、使用、改做、修飾、公開展

示參加者之肖像（包含照片及視訊影像，以下簡稱肖像）、名字、聲音…等，於本活動

轉播中，或以各種媒體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發表，無

須再通知或經由參加者同意。 

https://ppt.cc/fwax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