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全民單車系列活動 

【單車嘉年華 PUSH BIKE 大賽】賽前通知 

 

親愛的小騎士/家長 您好： 

    全民單車系列活動之「單車嘉年華 PUSH BIKE 大賽」已經全數額滿，謝謝所有參賽者熱情參與此賽

事，下列為 3/22 星期天注意事項，懇請所有參賽者敬請配合，謝謝！ 

 報到時間及地點： 

時間；2015 年 3 月 22 日星期天；07：00-09：00 依照各組比賽前 30 分鐘完成。 

地點：臺北市政府前仁愛廣場（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注意事項：報到分為團體報到或個人報到→領取車衣→領取點心→比賽後領取證書及摸彩 

1. 報到走道分為 個人報到 或 團體報到（1 人以上，請參考附件參賽名單）  

2. 請參賽小騎士報到時，出示 小騎士健保卡 領取車衣/車前牌/大會手冊，請於各組比賽前 30 分鐘

完成報到手續。 

3. 因車衣尺寸於報名前已公告，若需更換車衣，原衣服不可剪標，更換尺寸以會場現有尺寸為主。 

4. 完成報到後請至 “檢錄帳篷”進行檢錄，若無進行檢錄並確認身分，視為棄權則不能加入比賽。 

5. 團體報到限一次性領取，不能分批次。 

6. 響應環保，一律不提供手提袋，請自行準備環保袋裝放報到物品。 

7. 摸彩品不可更換或變換現金。 

8. 完賽證書若有錯誤，請留下姓名及聯絡方式，大會採用補寄方式。 

 賽事內容： 請參賽者詳讀規範，謝謝！ 

 

參賽組別 比賽圈數 備 註 

幼幼組(2 歲以上-未滿 4 歲) 2 圈 
跑道每圈 100 公尺 

完賽者將頒發完賽獎狀乙面 
幼兒組(4 歲以上-未滿 6 歲) 3 圈 

幼童組(6 歲以上-未滿 7 歲) 3 圈 

 

一、車種限制：需使用無踏板的滑步車 PUSH BIKE (將自行車踏板拆掉即可參賽)，參加者需自備滑步車

及安全帽。 

二、各組比賽前須完成報到及檢錄手續，方可參加比賽。 

三、請觀賽者家長需遵守比賽規範，不可跨入賽道內影響比賽，則視同違規取消比賽資格 

四、得獎辦法：每組錄取前六名，每組冠軍將頒發冠軍黄衫(於國際環台賽頒獎台上受獎)及頒發獎品、

獎狀。 

 

 



 

 

 

 單車嘉年華活動流程： 

時 間 主題 活動說明 

07：00 - 07：30 幼幼組報到 
 

07：30 - 08：10 幼幼組初賽及決賽 07：30-07：35 檢錄時間 

08：00 - 08：05 表演節目：獨輪車表演 場地：新仁愛廣場 

08：00 - 08：30 幼兒組報到 
 

08：10 - 08：20 表演節目：極限單車秀 場地：極限單車場 

08：30 - 09：00 
幼兒組初賽及決賽 08：30-08：35 檢錄時間 

幼童組報到 
 

09：00 - 09：10 表演節目：獨輪車表演 場地：新仁愛廣場 

09：00 - 09：20 幼童組初賽及決賽 09：00-09：05 檢錄時間 

09：20 - 09：30 表演節目：極限單車秀 場地：極限單車場 

09：30 - 11：30 欣賞 2015 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1：10 -11：20 表演節目：極限單車秀 場地：極限單車場 

11：30 - 12：00 Push Bike 大賽頒獎-各組前三名 國際環台賽頒獎台 

07：30 - 12：00 

童趣體驗區開放，免費自由參加，採現場排隊 

現場還有歡樂小丑與大家同樂喔！ 

甜蜜棉花糖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歡樂一把抓 

繽紛彩繪 
請依場次時間參加體驗 

名額有限發送完畢為止 

單車共和國-特殊車種體驗 
請憑個人證件租借車輛 

每次租借為 15 分鐘 

12：00～ 活動結束，明年見！ 

 

 

 交通資訊：本賽事活動配合 2015 國際環台賽交通管制，建

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公車：公車路線可搭乘 202、266、266(區間)、270(區間

車)、28、311、537、647、912、915、  棕 6、棕 7、綠 1。 

 

 捷運：可搭乘板南線至捷運市政府站下車，由捷運市府

站  出口二前往台北市政府。 

 

 

 



 

 

 

 參加須知： 

1. 本活動為參加者投保「大會公共意外責任險」，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狀，如休克、

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臟症、糖尿病、癲癇症、熱衰竭、中暑、高山症、氣喘、癲癇、脫水等，因本

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不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擔因外來意外所受之傷害理賠。參加者

如遇與上列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慎重考慮自身安全，或自行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等。 

2. 安全第一，大會裁判或醫師有權視參加者體能狀況，中止參加資格，不得異議。 

3.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因故不克參加，恕不退還報名費。 

4. 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或 IC 健保卡備查。 

5. 大會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大會網站上，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

用於相關活動之宣傳與播放。 

6. 活動前如遇颱風等人力不可抗力之天災，由大會以參加者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擇期或

改用其他替代方案，參加者不得有異；本活動除氣象局發佈該地陸上颱風警報外，均照常舉行。若參加

者因當地發佈颱風警報，而無法前來參加，得申請退還報名費，惟須扣除郵資及相關費用。 

7. 本活動參賽者請由家長或成年親友陪同始可參加。 

活動訊息連絡人： 

圓創運動行銷  陳瑞誠  Ray Chen   0912-359-553  Omarketing.Ray@gmail.com 

圓創運動行銷  陳雅琪  Yaki Chen  0988-246-921  Omarketing.Yaki@gmail.com 

圓創運動行銷 李照圓  Zoe Lee   0920-522-171 Omarketing.Zoe@gmail.com 

 

PUSHBIKE 賽事規則： 

  比爾士        江智源  04-238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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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名單 : 

 團體報名 姓名 組別 號碼   團體報名 姓名 組別 號碼 

1 B&J 朱承杰 幼兒組 B09  36 志在參加隊 蔡詠妍 幼幼組 A67 

2 B&J 朱承恩 幼童組 C10  37 尚昊小騎士 吳昊澄 幼幼組 A85 

3 BROTHERS 車承諺 幼幼組 A26  38 尚昊小騎士 吳尚澄 幼童組 C09 

4 BROTHERS 邱暐宸 幼幼組 A32  39 幸福棠棣 高子棣 幼幼組 A73 

5 BROTHERS 車承翰 幼兒組 B03  40 幸福棠棣 高子棠 幼幼組 A79 

6 don1don 江繼堯 幼兒組 B80  41 東東揚揚 詹東諺 幼兒組 B61 

7 don1don 李宇豪 幼兒組 B86  42 東東揚揚 詹子揚 幼兒組 B67 

8 NO 哥 NO 妹一起騎！ 陳昱君 幼幼組 A20  43 林朕霆林宸霆 林朕霆 幼幼組 A49 

9 NO 哥 NO 妹一起騎！ 陳泓年 幼兒組 B74  44 林朕霆林宸霆 林宸霆 幼幼組 A55 

10 Push Bike BMX 胡朗庭 幼兒組 B56  45 阿憲滑步車工作室 吳承翰 幼幼組 A01 

11 Push Bike BMX 劉庭安 幼兒組 B62  46 阿憲滑步車工作室 吳宜凡 幼兒組 B01 

12 Push Bike BMX 李皓崙 幼兒組 B68  47 阿憲滑步車工作室 黃子恆 幼兒組 B07 

13 Push Bike BMX 冼浚諺 幼童組 C12  48 草食動物隊 邱品淳 幼幼組 A25 

14 Push Bike BMX 張詠晴 幼幼組 A54  49 草食動物隊 邱品鈞 幼兒組 B25 

15 RV twins 朱家震 幼兒組 B44  50 港中附幼 涂子澈 幼兒組 B31 

16 RV twins 朱家鋒 幼兒組 B50  51 港中附幼 陳心彥 幼兒組 B37 

17 Sara 許郁鑫 幼兒組 B32  52 港中附幼 陳心楷 幼童組 C07 

18 Sara 許顥蓁 幼兒組 B38  53 湘湘 bonjour 岩日安 幼幼組 A31 

19 Team Lampre Merida 郭沛恩 幼兒組 B26  54 湘湘 bonjour 岩語湘 幼童組 C01 

20 Team Lampre Merida 郭睿軒 幼童組 C04  55 媽媽廚房 高筠晰 幼兒組 B14 

21 小三隊 許自翔 幼幼組 A91  56 媽媽廚房 巫易澄 幼兒組 B20 

22 小三隊 陳奕璇 幼幼組 A97  57 毅泰寶寶 黃喆豪 幼幼組 A37 

23 小三隊 洪紹懷 幼兒組 B79  58 毅泰寶寶 黃義淳 幼兒組 B49 

24 王頓伽 洪祥恩 幼兒組 B05  59 毅萬小隊 李謙毅 幼兒組 B43 

25 王頓伽 洪靖涵 幼幼組 A28  60 毅萬小隊 廖芯瑜 幼童組 C13 

26 宇能單車 劉安誠 幼幼組 A08  61 鄭羽航 鄭羽航 幼兒組 B12 

27 宇能單車 劉祐齊 幼兒組 B02  62 鄭羽航 鄭羽茼 幼幼組 A53 

28 宇能單車 李宥駒 幼兒組 B08  63 機器戰士 邱宥嘉 幼幼組 A43 

29 吳維鈞 吳恩宇 幼幼組 A11  64 機器戰士 邱宥閎 幼兒組 B55 

30 吳維鈞 吳軒宇 幼兒組 B47  65 藝禾閃電麥坤 95 陳昱翰 幼幼組 A19 

31 壯壯隊 許容暢 幼幼組 A14  66 藝禾閃電麥坤 95 陳昱霖 幼兒組 B19 

32 壯壯隊 許庭肇 幼童組 C15  67 寶寶向前衝 胡益庠 幼幼組 A02 

33 彤宇(姐弟) 林皇宇 幼兒組 B73  68 寶寶向前衝 胡益鈞 幼兒組 B85 

34 彤宇(姐弟) 林姿彤 幼童組 C03  69 鐵。金。剛 吳小金 幼幼組 A07 

35 志在參加隊 詹靖煒 幼幼組 A61  70 鐵。金。剛 吳小剛 幼幼組 A13 

      71 鐵。金。剛 吳小鐵 幼兒組 B13 



 

 

 

  報到方式 姓名 組別 號碼   報到方式 姓名 組別 號碼 

1 個人報到 丁安億 幼幼組 A75  37 個人報到 林郁翔 幼兒組 B66 

2 個人報到 丁晨 幼幼組 A94  38 個人報到 林唯甯 幼兒組 B72 

3 個人報到 王子權 幼兒組 B83  39 個人報到 林湙翔 幼幼組 A59 

4 個人報到 王兆翔 幼幼組 A50  40 個人報到 林憶淳 幼兒組 B06 

5 個人報到 王奕勳 幼幼組 A86  41 個人報到 林駿朗 幼幼組 A68 

6 個人報到 王淮耘 幼幼組 A90  42 個人報到 邵琳峰 幼兒組 B46 

7 個人報到 丘子波 幼幼組 A65  43 個人報到 金言朔 幼幼組 A93 

8 個人報到 古呈睿 幼幼組 A16  44 個人報到 范綱祐 幼幼組 A64 

9 個人報到 伊丞禹 幼兒組 B64  45 個人報到 唐紹宸 幼童組 C05 

10 個人報到 朱宥嘉 幼幼組 A52  46 個人報到 孫銜君 幼幼組 A30 

11 個人報到 何世允 幼兒組 B34  47 個人報到 徐揚喆 幼童組 C15 

12 個人報到 余丞睿 幼兒組 B70  48 個人報到 徐睿廷 幼幼組 A24 

13 個人報到 余浡睿 幼幼組 A66  49 個人報到 徐韶陽 幼兒組 B59 

14 個人報到 吳米修 幼幼組 A78  50 個人報到 高苡菱 幼兒組 B71 

15 個人報到 吳秉杰 幼幼組 A35  51 個人報到 高興 幼童組 C03 

16 個人報到 吳姵瑤 幼幼組 A45  52 個人報到 婁天力 幼兒組 B40 

17 個人報到 呂悅甯 幼幼組 A15  53 個人報到 張宸瑋 幼童組 C16 

18 個人報到 呂詠琦 幼兒組 B48  54 個人報到 張峻庭 幼兒組 B82 

19 個人報到 宋尚喆 幼幼組 A69  55 個人報到 張庭睿 幼幼組 A89 

20 個人報到 宋昕曄 幼幼組 A18  56 個人報到 張嘉妍 幼幼組 A88 

21 個人報到 宋奕萱 幼幼組 A39  57 個人報到 張嘉妤 幼兒組 B15 

22 個人報到 巫艾樺 幼兒組 B77  58 個人報到 張齊恩 幼幼組 A70 

23 個人報到 李品睿 幼幼組 A04  59 個人報到 梁恩愷 幼兒組 B16 

24 個人報到 李奕 幼兒組 B45  60 個人報到 莊可帆 幼兒組 B65 

25 個人報到 李宥呈 幼幼組 A74  61 個人報到 莊濬崴 幼兒組 B58 

26 個人報到 李建叡 幼兒組 B75  62 個人報到 許柏瑞 幼兒組 B52 

27 個人報到 沈恩舟 幼兒組 B23  63 個人報到 許哲瑋 幼兒組 B54 

28 個人報到 周定禾 幼幼組 A36  64 個人報到 許耕愷 幼兒組 B04 

29 個人報到 周庭宇 幼兒組 B42  65 個人報到 許智凱 幼幼組 A03 

30 個人報到 林一己 幼幼組 A87  66 個人報到 許維恆 幼兒組 B51 

31 個人報到 林士銘 幼兒組 B78  67 個人報到 郭又婷 幼幼組 A71 

32 個人報到 林卉馨 幼兒組 B53  68 個人報到 郭沛儒 幼幼組 A27 

33 個人報到 林侑辰 幼幼組 A81  69 個人報到 郭定灝 幼兒組 B39 

34 個人報到 林季言 幼兒組 B29  70 個人報到 郭駿祥 幼兒組 B33 

35 個人報到 林泊翰 幼幼組 A62  71 個人報到 陳人維 幼幼組 A77 

36 個人報到 林泓翰 幼兒組 B63  72 個人報到 陳少澤 幼兒組 B21 

 



 

 

 

  報到方式 姓名 組別 號碼   報到方式 姓名 組別 號碼 

73 個人報到 陳加恩 幼幼組 A56  109 個人報到 蔡侑芯 幼幼組 A10 

74 個人報到 陳沁玲 幼兒組 B11  110 個人報到 蔡承廷 幼童組 C06 

75 個人報到 陳奕廷 幼幼組 A41  111 個人報到 蔡旻暘 幼幼組 A23 

76 個人報到 陳奕翔 幼兒組 B35  112 個人報到 蔡崴樂 幼兒組 B22 

77 個人報到 陳宣諭 幼幼組 A05  113 個人報到 蔡程宇 幼幼組 A83 

78 個人報到 陳宥嘉 幼兒組 B60  114 個人報到 鄭友鈞 幼兒組 B27 

79 個人報到 陳柏軒 幼幼組 A46  115 個人報到 鄭惇灃 幼兒組 B24 

80 個人報到 陳皇聿 幼幼組 A84  116 個人報到 鄭湟騰 幼幼組 A96 

81 個人報到 陳聖閎 幼童組 C11  117 個人報到 鄭舒涵 幼幼組 A51 

82 個人報到 曾立劼 幼幼組 A63  118 個人報到 鄭緁瑀 幼幼組 A72 

83 個人報到 曾兆梓 幼幼組 A42  119 個人報到 蕭丞勛 幼幼組 A33 

84 個人報到 曾亮予 幼兒組 B81  120 個人報到 謝牧琁 幼幼組 A80 

85 個人報到 温品彥 幼幼組 A47  121 個人報到 謝秉學 幼幼組 A58 

86 個人報到 華家煒 幼兒組 B36  122 個人報到 謝雨恩 幼幼組 A38 

87 個人報到 馮基睿 幼兒組 B18  123 個人報到 謝家齊 幼兒組 B30 

88 個人報到 黃子毅 幼兒組 B69  124 個人報到 鍾承祐 幼童組 C09 

89 個人報到 黃立瑜 幼幼組 A60  125 個人報到 鍾承皓 幼幼組 A29 

90 個人報到 黃芮霆 幼幼組 A06  126 個人報到 簡伯軒 幼幼組 A34 

91 個人報到 黃品瑄 幼幼組 A82  127 個人報到 魏靳昂 幼幼組 A92 

92 個人報到 黃致允 幼幼組 A95  128 個人報到 羅文海 幼幼組 A57 

93 個人報到 黃韋喆 幼幼組 A22  129 個人報到 羅加憲 幼兒組 B87 

94 個人報到 黃唯凡 幼兒組 B84  130 個人報到 羅泓智 幼兒組 B17 

95 個人報到 黃紹榮 幼幼組 A21  109 個人報到 蔡侑芯 幼幼組 A10 

96 個人報到 黃群 幼幼組 A44  110 個人報到 蔡承廷 幼童組 C06 

97 個人報到 黃韻橙 幼幼組 A12  111 個人報到 蔡旻暘 幼幼組 A23 

98 個人報到 楊皓翔 幼幼組 A40  112 個人報到 蔡崴樂 幼兒組 B22 

99 個人報到 董丞硯 幼兒組 B57  113 個人報到 蔡程宇 幼幼組 A83 

100 個人報到 趙穎穎 幼兒組 B88  114 個人報到 鄭友鈞 幼兒組 B27 

101 個人報到 劉又綺 幼兒組 B76  115 個人報到 鄭惇灃 幼兒組 B24 

102 個人報到 劉仲恩 幼兒組 B28  116 個人報到 鄭湟騰 幼幼組 A96 

103 個人報到 劉秉歷 幼幼組 A48  117 個人報到 鄭舒涵 幼幼組 A51 

104 個人報到 劉恩碩 幼幼組 A76  118 個人報到 鄭緁瑀 幼幼組 A72 

105 個人報到 劉恩裴 幼幼組 A09  119 個人報到 蕭丞勛 幼幼組 A33 

106 個人報到 劉豈睿 幼兒組 B89  120 個人報到 謝牧琁 幼幼組 A80 

107 個人報到 潘為嶧 幼幼組 A17  121 個人報到 謝秉學 幼幼組 A58 

108 個人報到 潘聖忻 幼兒組 B10  122 個人報到 謝雨恩 幼幼組 A38 

 



 

 

 

  報到方式 姓名 組別 號碼 

123 個人報到 謝家齊 幼兒組 B30 

124 個人報到 鍾承祐 幼童組 C09 

125 個人報到 鍾承皓 幼幼組 A29 

126 個人報到 簡伯軒 幼幼組 A34 

127 個人報到 魏靳昂 幼幼組 A92 

128 個人報到 羅文海 幼幼組 A57 

129 個人報到 羅加憲 幼兒組 B87 

130 個人報到 羅泓智 幼兒組 B17 

131 個人報到 蘇柏元 幼兒組 B41 

 

 

 

 

 

 

 

 

 

 

 

 

 

 

 

 

 

 

 

 

 



 

 

 

 場地配置圖 

 

 

 

 

 

 

 

 

 

 

 

 

 

 

 

 

 

 

 

 

 

 

 

 

 

 

 

 

 

 

 

 

 

 



 

 

 

 賽道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