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金控

．地球上最快樂的5K路跑』

BE HEALTHY 跑出健康
在 2012 年，The Color Run 在美國一共舉辦了 50 場比賽，吸引了超過 60 萬人參加。今年，這個
全球最大規模的路跑系列活動，正式走向全球 30 個國家，預計到今年年底將有超過 100 萬人參加
過 The Color Run。數據顯示，超過 60%的 Color Runner 都是第一次參加 5 公里路跑，而驅使他
們參加 The Color Run 的動力就是為了追求更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這也是 The Color Run 在傳播
快樂和正能量的同時，最希望在世界每個城市實現的夢想。

BE HAPPY 跑出快樂
我們沒有計時的壓力、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冠軍，The Color Run 歡迎各個年齡層、性別的市民，
與朋友和家人共同參與這場 5 公里快樂路跑的獨特、健康、以及快樂氛圍。所以，不論你平時只喜
歡逛街散步，或是跑操場一二十圈對你來說是家常便飯，The Color Run 的 5 公里跑道，一定是你
一生中最繽紛、最難忘的色彩之旅。

BE YOU 做自己
The Color Run 不僅是路跑，更是一場嘉年華會。在五公里的路跑路線中，跑者每經過一公里都將
經過「粉彩區」，享受穿越不同顏色的獨特體驗，跑者也將成為繽紛的調色盤。完跑後，每位跑者
都會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混色創作。而衝過終點線後，歡樂並不會就此停止，終點舞台區還有一
場更加壯觀的色彩派對，屆時大家會一起將手中的彩粉灑向空中。如此快樂又神奇的時刻將深深印
在你的腦海。相信我們，這將是你所見過最棒、最不同的 5 公里完跑派對！

台新金控

台中場



活動時間：2013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09：00 開跑



活動地點： 台中都會公園



主辦單位： IMG Taiwan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冠名贊助： 台新金控



頂級贊助： 威剛科技/微笑運動用品/ Nike



指定贊助：摩曼頓 / 一亨運動用品/ Mentos 曼陀珠/ Alpenliebe



受捐單位：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活動網址： TheColorRun.tw

一、活動流程
活動日期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六)

活動地點

台中都會公園

報名限額

網路報名：12,500 人/ 通路報名： 1,000 人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7：00am-9：00am

跑者集合

跑者進行寄物與集合

8：30am

活動開場/起跑派對

跑者暖身操/貴賓致詞/注意事項講解

9：00am

活動開跑

9：00am-11：00am

The Color Run

9：30am-11：30am

完跑嘉年華會

12：00pm

活動結束

跑者穿著大會紀念衫並配戴號碼布，
分組間隔出發起跑
跑者依路線前進依序通過四個 Color Station，
返回終點舞台區參與完跑嘉年華
攤位活動/完跑嘉年華會

二、跑步路線
參加 The Color Run 只有兩個規則：
規則一：請穿著白色衣服站上起跑線，然後準備好享受一場繽紛色彩的路跑。
規則二：帶著最酷炫的色彩衝回終點線！

三、報名資格


參加對象：本活動無限制年齡、性別。身高 120 公分以下孩童可以由一位成年參賽者陪同免費
參加。免費參加之孩童將不發給活動紀念品。



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孕婦和幼兒請特別注意，活動謝絶寵物和心臟病等患者參加。



各位視自己運動狀況量力而為，本次活動現場醫療支援僅限緊急救援，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不包
括本身疾病所引起的病症。



報名費用： 每名跑者報名費為 750 元(包含活動費用與保險費)， 以台新銀行信用卡(不包含
VISA 金融卡)刷卡繳費之卡友享有報名費 9 折之優惠；主辦單位也將從每位跑者報名費中撥出
10 元，捐助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費。



凡報名跑者將於報到時免費獲得：
1. The Color Run x Nike T 恤 乙件
2. The Color Run 運動毛巾乙條
3. The Color Run 炫彩粉末乙包
4. 號碼布乙張
5. 微笑運動用品商品折價券乙張



報名方式：
1. 網路抽籤填表報名：


報名日期：8 月 6 日 09:00~8 月 8 日 17:00 開放網路抽籤填表(名額: 12,500 人)。中籤名單
將於 8 月 10 日 09:00 公布於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網站和 The Color Run 臉書粉絲團。



所有欲報名 The Color Run 台北、台中及高雄場次的民眾，請上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網站
www.sportsnet.org.tw，填入個人基本資料(註: 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團體名稱、團體聯絡人(抽
籤人)姓名、性別、國籍、身分證字號(外籍人士請填寫護照號碼)、出生日期、電子信箱、聯
絡電話和通訊地址)，獲得參加 The Color Run 活動名額的抽籤資格(於填表時間內登入系統
皆可獲得抽籤資格，不分登入填表之先後順序亦無需繳費)。



民眾可自由選擇參加抽籤的場次，無參與場次限制，惟每人各場次僅有一次抽籤資格，無法
單場重複抽籤。



IMG 將與路協共同於 2013 年 8 月 9 日 17:00 填表時間截止後，進行電腦抽籤手續，抽出所
有獲得參加活動名額的民眾，並於 2013 年 8 月 10 日 09:00 於路跑協會網站與 The Color
Run 官方粉絲團公布抽中名單。



所有確定獲得參與活動名額的民眾，請於 2013 年 8 月 10 日 09:00 至 8 月 11 日 16:00 登入
路跑協會網站填寫欲參賽者之名單，參加抽籤者必須為參賽者之一，填寫完畢後請選擇以 ibon 或線上刷卡繳費完成繳費程序。



中籤者僅有一次報名登入機會，請一次填寫完成所有參賽者的資料，無法多次填寫或修改。



每位抽中民眾可擁有 1~4 人之參賽名額，為額滿之名額將依發給之序號先後順序遞補，直到
該場次名額額滿為止。



系統於抽籤完畢後，將寄送 email 通知填表民眾序號排序，並 email 通知中籤之民眾至路跑
協會網站完成後續報名資料填寫和繳費程序後，方為報名成功。



台新卡友(不包含 VISA 金融卡)可享報名費 9 折優惠，NIKE+橘色會員於指定期間內完成認證
並完成繳費可獲得專屬名額。



繳費方式
o 刷卡繳費: 線上刷卡繳費，台新銀行卡友（不包含 VISA 金融卡）刷卡可享報名費 9 折
優惠。
o 名單公布後，請於 2013 年 8 月 10 日 09:00 至 8 月 11 日 16:00 登入路跑協會網站選
擇以 7-ELEVEn ibon 繳費(需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18 元手續費)或網路繳費系統完成繳
費程序。
o 於繳費完成後，可立即至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網站，「報名查詢」確認繳費狀況。



報名時請詳加評估自身實力，報名手續完成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人名、參賽項目、
衣服尺寸或退費亦不得因無法參賽轉讓報名資格。無完成報名者將不具參賽資格，嚴禁陪跑。



因為 T 恤各尺寸數量有限,，如無合適尺寸，將以最接近尺寸提供。未填寫衣服尺寸者，本會
一律以 L 尺寸發給。如遇尺寸短缺大會有權以其他尺寸代替。



T 恤尺寸表
衣服尺寸

XS

S

M

L

XL

2XL

3XL

胸寬(平量)

44.5公分

47 公分

49.5 公分

52 公分

55 公分

58 公分

61 公分

2. 通路報名： 欲親自至通路報名之選手請前往以下微笑運動用品指定店點報名填寫報名表，並
繳交報名費。惟通路門市名額有限，僅限定個人報名，恕不接受團體報名。通路報名僅接受
台新銀行信用卡(不含 VISA 金融卡)刷卡付費及現金繳費，非台新銀行信用卡恕不提供刷卡服
務。


報名日期： 2013 年 7 月 31 日(三)14:00 至 10 月 15 日(二)21:30 止 (額滿即停止報名)。凡
至微笑運動用品指定店點完成通路報名，即贈 The Color Run 活動限量手環 + 商品折價券
乙份。建議您可先向各指定店點詢問當日報名排隊流程及相關細節，以節省您寶貴的時間。



通路報名者之報到方式僅限於通路報到(原報名門市)，無法使用郵寄報到。
店別簡稱

電話

地址

名額

微笑 台中中正

04-2223-5857

台中市中區中正路 1 號

150

微笑 逢甲三

04-2452-5893

台中市福星路 409 號

150

微笑 大墩一

04-2320-7933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632-2 號

50

微笑 河南店

04-24524176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2 段 363 號

100

微笑 公益店

04-22541303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 2 段 530 號

30

微笑 東海店

04-26528492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村新興路 2-10 號

50

微笑 中科店

04-24612393

台中市西屯路三段 295.297 號

150

微笑 文心店

04-22344281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560 號

50

微笑 大里一

04-24837325

台中市大里區長榮里中興路 2 段 199-7.8 號

30

微笑 向陽店

04-25228530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 188 號

30

微笑 員林一

04-8362611

彰化縣員林鎮民權街 33 號

30

微笑 斗六二

05-5374239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大同路 17 號

30

微笑 運動生活館

05-2257707

嘉義市中山路 308 號

100

微笑 中山一

05-2259119

嘉義市中山路 561 號

50

四、報到辦法(選手參賽物品領取)


本活動不提供活動當天現場報到，無法於 11 月 22 日 21:30 前完成報到即喪失參加活動資格。
請於報名時選擇通路報到或宅配報到。



如因故無法報到，請憑回執單於賽後一星期內 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上班時間(08:30-12:00；
13:30-17:30)至主辦單位 IMG 台灣辦公室(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89 號 11 樓，電話: (02)77066366 ) 領取，逾期視同放棄。



報到領取物品：活動 T 恤、運動毛巾、炫彩粉末包、號碼布、贊助商贈品



報到方式：
方式一： 賽前通路報到：
請於報到日期內至以下微笑運動用品店點報到，請注意： 報到店點為原報名店點。


報到日期： 11 月 15 日(五)至 22 日(五) 14:00-21:30

店別簡稱

電話

地址

微笑 台中中正

04-2223-5857

台中市中區中正路 1 號

微笑 逢甲三

04-2452-5893

台中市福星路 409 號

微笑 逢甲二

04-24526933

台中市福星路 430 號

微笑 大墩一

04-2320-7933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632-2 號

微笑 河南店

04-24524176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 2 段 363 號

微笑 公益店

04-22541303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 2 段 530 號

微笑 東海店

04-26528492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村新興路 2-10 號

微笑 中科店

04-24612393

台中市西屯路三段 295.297 號

微笑 文心店

04-22344281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560 號

微笑 大里一

04-24837325

台中市大里區長榮里中興路 2 段 199-7.8 號

微笑 向陽店

04-25228530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 188 號

微笑 員林一

04-8362611

彰化縣員林鎮民權街 33 號

微笑 斗六二

05-5374239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大同路 17 號

微笑 運動生活館

05-2257707

嘉義市中山路 308 號

微笑 中山一

05-2259119

嘉義市中山路 561 號



報到所需文件：
1. 報名回執單:大會將於賽前一週統一寄送電子回執單，選手請自行列印回執單，或至報名
網站"報名查詢"查詢列印，屆時憑回執單至報名時選擇之通路報到領取參賽物品。
2.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健保卡)
3. 如本人無法親自報到，可委託代領人進行報到。代領人需出示個人證件及委託人報名回執
單以備查驗。

方式二： 宅配報到：
如無法親自於述報到時間內報到者，請於報名時選擇宅配報到，並在繳交報名費同時另付宅配領
取代辦費。


宅配時間：主辦單位將採黑貓宅急便於 11 月 18 日(一)至 20 日(三) 將參賽袋寄送至報名表上
所填地址。請務必填寫正確郵寄地址，以免包裹無法寄達。



宅配領取費用(以下寄送地點限國內，宅配代辦費需連同報名費同時繳交，完成報名後即不受
理)：
1-4 人團體

5 至 20 人

21 至 50 人

51 至 100 人

101 至 200 人

201 至 300 人

每人 130 元

600 元

1,200 元

1,800 元

2,400 元

3000 元



請於配送期間注意包裹配送情況，若 11 月 20 日(三)仍未收到參賽袋，請與主辦單位聯絡。



如因郵寄地址不全或無人簽收而造成包裹無法送達而導致無法參賽者，主辦單位將不再另行
補寄，物品請於賽後一星期內 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上班時間(08:30-12:00；13:30-17:30)
至主辦單位 IMG 台灣辦公室領取，逾期視同放棄。
地點：IMG 台灣辦公室(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89 號 11 樓 )
電話 ： +886-2-7706-6366

五、衣物保管


本活動參賽者號碼布將另印製衣保專用卡，請事先將衣保專用卡沿虛線撕下，讓現場工作人
員為你別在你的隨身背包上，工作人員於號碼布蓋收件章後方接受衣物保管；領回寄放之衣
物必須出示號碼布，經工作人員蓋領回章後才可領回所託管衣物保管袋。



主辦單位將於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六) 07:00 起，接受衣物保管，如需寄物之參賽者請盡早
完成寄物，以免延誤出發時間，賽後請於 12:00 前憑號碼布領取保管物品。貴重物品請自行
保管，若有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六、公共意外險
The Color Run 創辦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帶給人們健康、快樂和創造個性化的空間。請各
位視當天健康狀況量力而為，並請於活動前一日做充足的睡眠及當日跑步前 2 個小時用完早餐。主
辦單位對於現場只做必要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
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主辦單位為本次活動針對參加者投保每人新台幣臺佰萬元之公共
意外險。（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1.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導致第三人體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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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跑步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競賽路線上發生之意外事故。



被保險人在活動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2. 特別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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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
承擔因外來意外所受之傷害理賠。



參加者如遇與前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參加者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
險。

3. 如您曾發生過以下疾病，屬猝死高危險群，請咨詢醫師專業的判斷及請勿勉強參加。


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胸悶、胸痛)



突然失去知覺



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



心臟病



不明原因頭暈



腎功能異常



高血壓(>140/90mmHg) 高血脂(總膽固>240mg/Dl)



糖尿病



家族心臟病史(一等親在 60 歲前發生心臟病或猝死)



癲癇

七、注意事項
1. 活動當天，無號碼布者將喪失活動資格。
2. 安全第一，主辦單位裁判或醫師有權視參加者體能狀況，中止參加本活動資格，不得異議。
3. 請隨身攜帶身分證明以備查。
4. 凡完成報名因故無法事先領取參賽袋者，可憑主辦單位報名回執單，請於 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上班時間（08:30-12:00；13:30-17:30）至主辦單位 IMG 台灣辦公室領取，逾期視同
放棄。
5. 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主辦單位網站與
主辦單位刊物上。參加者必須同意其肖像，用於相關活動之宣傳與播放。
6. 活動如遇颱風等人力不可抗力之天災，由主辦單位以參加者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
或擇期比賽或改用其他替代路線，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因故取消活動，報名費將以 5 折退
還。
7. 本活動建議選手佩戴眼鏡、墨鏡或有遮擋眼睛之帽子，以避免彩粉不慎灑入眼睛，另外請避
免直接朝眼睛噴灑彩粉。
8. 本規程如有未盡之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