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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PUMA 螢光夜跑-高雄站 

《高中職、大專院校 田徑代表隊報名簡章》 

 

校隊菁英限額獨享 超夯賽事免抽籤 

首屆十人組隊 首波搶先出發 

 

全球首場邁入 10 週年的國際大型夜跑賽事 - PUMA 螢光夜跑，在每年春季

都引起國內愛跑者的參賽風潮，每每吸引十多萬名跑友爭相登記抽籤、期望能參

與年度夜跑盛事。 

2016 年 PUMA 為回饋全國跑團、培育未來國際田徑好手，首度推出全新團

體賽制，特別設立「21K 菁英團體組」，邀請菁英跑團與高中職、大專院校菁英

校隊選手，以審核報名方式「免抽籤報名」、同時享有「首波次出發」的優勢參

與各站賽事。此外，更針對 21K 菁英團體組的選手們規劃專屬大獎，讓參與菁

英團體競賽之冠、亞軍隊伍，能成為 PUMA 年度贊助跑團。歡迎符合資格的菁

英選手與跑友們組隊報名參加年度最盛大的夜跑賽事。其他活動詳情請參考活動

官網：http://www.puma-nightrun.com.tw/(2016 官網預計於 12/18 正式上線) 

 

一、 主辦單位：台灣彪馬股份有限公司 

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三、 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http://www.puma-nightru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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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辦單位：第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享動行銷工作室 

五、 贊助單位：詳情請參考活動官網 

六、 受贈單位：詳情請參考活動官網 

七、 競賽地點：高雄市-夢時代購物中心時代大道 

八、 競賽項目 

高雄站組別 路線里程 參賽名額限制 時間限制 備註說明 

Elite Run 

菁英團體組 
約 21.0 KM 1,000 人 180 分鐘 

依團隊分組 

採晶片計時 

Elite Run 

菁英個人組 
約 21.0 KM 1,500 人 180 分鐘 

依性別分組 

採晶片計時 

Glow Run 

螢光體驗組 
約 10.0 KM 2,500 人 100 分鐘 

無性別分組 

採晶片計時 

Love Run 

公益愛跑組 
約 5.0 KM 1,000 人 100 分鐘 

Fun Run 

無晶片計時 

九、 路線說明 

由時代大道出發後繞行成功二路-海邊路-公園二路-七賢三路-鼓山一、二、

三路，詳細路線說明請參考活動官網。 

十、 21K Elite Run 菁英團體組報名辦法： 

(一) 參加對象：凡身心健康之運動愛好者皆可參加，無性別限制，學校田

徑代表隊需為 17 歲以上且具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資格 

(二) 人數限制：高雄站 21K 菁英團體組人數上限為 100 組(10 人為一組) 

(三) 報名費用： 

1. 報名後恕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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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ite Run 菁英挑戰組(21K)：每名參賽者繳交 1,000 元(包含活動

贈品與保險費用，大會提供晶片計時服務)，另收取計時晶片押金

100 元(賽後依大會規定程序退還晶片者可退還押金)。 

(四) 報名期程：  

報名

期程 
登記審核資料 通過審核名單公告 

錄取填寫資料 

並完成繳費 

菁英

團體

報名 

12/18(五)14:00~ 

12/25(五)17:00 

12/28(一)14:00 

請至活動官網查詢 

12/28(一)14:00~ 

12/31(四)14:00 

(五) 報名審核條件：  

報名方式 高中職、大專院校校隊報名 

甄選條件 

• 10 人為 1 組團體報名(需含一位年滿 20 歲之領隊人員，如：

教師、教練、家長..) 

• 參賽隊伍需為學校田徑相關項目校隊，報名時需備妥相關校

隊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範例請參考活動官網) 

• 參賽隊伍中須含女性跑者 2 位或以上 

審核時間 

• 大會將於登記審核資料時間截止後，以提供完整報名資料之

順序審核正備取名單。 

• 名單將依序寄發 e-mail 予正備取名單中之參賽者，並於上

方表列時間公佈於活動報名網頁。 

繳費與 

報名遞補 

• 錄取團體之負責人須於規定時間內至報名網頁依原登記資

料填寫參加者細節資料，每組團體負責人限一次登入系統填

寫資料，依審核申請資料共擁有十位參賽名額(限報名 21K 

Elite Run 菁英團體組)，該名額之參賽者亦不得重複報名，

團體負責人登出系統後若未完成資料填寫則視同放棄參賽。 

• 錄取團體需依繳費方式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未於時間內

完成繳費者即喪失報名資格，由備取組別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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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計算 

• 以團體計時競賽方式進行，團隊成員之個人成績不列入「21K

菁英個人組」計算。 

• 記分方式：取團隊中前 8 位跑者成績總合(需含團隊中至少 2

位女性參賽者成績)，該站總計完跑時間最快的前兩隊為菁英

團體競賽的冠、亞軍。 

參賽獎項 
• PUMA 菁英團體冠軍、亞軍/每站各 1 組 ─ 成為 PUMA 年

度贊助跑團 

(六) 報名流程說明： 

 

 

 

 

 

 

Step 1：【報名】請至活動官網-21K 菁英團體組報名專區登記審核資料，審

核資料內容需含規定之「證明文件」(學校校隊證明-JPG 檔，檔案

大小不可大於 2MB)，填寫欲參加場次與組別。資料內容需含規定

之審核資料，送出後即無法修改，請申請者務必小心填寫確認(請

依真實資料登記，如冒用他人資料或蓄意提供錯誤資料，大會將有

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Step 2：【審核】大會將於登記審核資料時間截止後，以提供完整報名資料

之順序審核正備取名單。 

大會 2 日內

e-mail 確認

報名隔日起

2 日內 ibon

繳費 

 

【錄取】開放錄取之團體負責人填寫完整

參賽資料(限 1 次登入，擁有 10 位同組名額) 

活動前 1 周收到 

e-mail 報到通知 

【報名】進入菁英團體組

報名系統填寫基本資料 

 

【審核】大會將以報名順

序進行審核 

【繳費】於規定時間內 

至 ibon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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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錄取】錄取之團體負責人依原登記資料至活動官網填寫個人與其

他團員資料(只限登記一次)，完成步驟後將得到「專屬 7-ELEVEN 

ibon 繳款代碼」，並需於時限內完成繳費。 

Step 4：【繳費】請依報名網頁指示，並記妥「專屬 7-ELEVEN ibon 繳款代

碼」，於繳費期限內至全國 7-ELEVEN ibon 繳費。 

Step 5：活動承辦單位將於繳款手續完成後，以 e-mail 方式寄送報名成功

之確認信函。若 2 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確認信函，請至報名網頁查

詢，或致電報名服務專線。 

Step 6：活動承辦單位將於活動前一週以 e-mail 方式寄發活動報到通知。

若已完成上述報名手續但未收到報到通知者，請致電報名服務專

線。 

(七) 備取候補報名機制說明： 

大會將依各場次正取參賽者報名繳費狀況，按照備取序號、依序遞補報

名者。大會將另行以 e-mail 方式通知備取候補成功之報名者，備取候

補成功者需於大會通知之時限內完成繳費，違者視同棄權。 

注意事項 

1. 本辦法若有未盡之事宜，依大會最新公告為準 

2.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規劃、獎項內容等相關權利，若有變更恕不

另行通知參賽者，請參賽者務必注意活動官網(2016 官網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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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正式上線) http://www.puma-nightrun.com.tw/之最新公告。 

活動相關訊息公告 

請洽詢活動官網參考相關訊息與活動最新公告，或致電活動服務專線 

第文企業有限公司 享動行銷工作室(02)2503-9333#27(服務時間週一至週

五，AM9:30~PM6:30)，亦可 e-mail 至 info@suzico.com.tw 洽詢。 

http://www.puma-nightru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