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利達.瑪吉斯盃 

2019(第 9屆)彰化經典百 K 
Changhua Classic 100單車自我挑戰 

 
活動簡章 

一、指導單：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健康運動銀行促進協會 

三、主要贊助單位：MERIDA 美利達自行車、MAXXIS瑪吉斯輪胎/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VELO維樂座墊、MEGA BANK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四、協辦單位：彰化縣警察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田中鎮公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及

第四河川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員林市公所、花壇鄉公所、芬園鄉公所、

南投市公所、名間鄉公所、二水鄉公所、溪州鄉公所、北斗鎮公所、田尾鄉公所、高山青登

山車協會、復元車隊、彰化縣單車體育運動協會、百果山單車協會、二輪登山車隊、員動力

車隊、勇健車隊、阿魯米車隊、龍虎車隊、活力單車隊、建雄車隊、紅馬車隊、豐柏車隊、

螢火蟲鐵騎隊、全家福車隊、中興車隊、鹿津車隊、宏揚汽車車隊、驊采整合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五、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6:15出發 

六、報名期間： 11月 26日(星期一)中午 12:00起 ~ 12月 10日(一)中午 12:00，限額 5,000

名。 

※ 報名洽詢專線：02-8772-1035(中華民國健康運動銀行促進協會)， 

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12:00;13:30~18：00 

七、活動會場：彰化縣田中鎮景崧文教園區 棒壘球場(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 416號，田中

鎮中州路與梅州街交叉路口旁) 

八、活動性質：非競賽性質的 105公里長距離單車自我挑戰活動 

九、活動對象：限 18歲以上，身心健康、技術純熟、體力充沛、有自信可以在 5.5小時內完

騎，且願遵守道路安全騎乘者。 

十、活動預定流程：(限 5.5 小時以內完騎) 

05:00 – 06:05 車友集結 

06:05 – 06:15 貴賓致詞  

06:15 鳴笛出發 

06:15 – 12:15 2019彰化經典百 K單車自我挑戰騎乘時段 

08:45 - 12:30  會場頒發完騎證書、獎章 

12:30 活動結束 

十一、安全第一，活動基本騎乘守則： 

※ 所有參加的車友必須遵守警察管制、交通號誌、與交通義工人員的引導騎乘。 



※ 本活動為非競賽性質，自我挑戰務必量力而為，該停就停，切勿超限騎乘！ 

※ 若有任何身心健康的不適之症，務必事先徵詢專業醫生的診斷許可才能參加。 

※ 全程一定要戴安全帽；所騎的單車必須配備有完整之前後煞車；水壺架禁止掛用保

特瓶。 

十二、活動路線(總長約 105公里，畫底線部份:與 2018年不同的路段)：  

※Google Map路線連結：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A3B4CF32-8CB3-2B85-2FA1-8A2468465821  

會場:田中 景崧文教園區棒壘球場(同 2018年) ->鎮政街 左轉 150線(斗中路)->田中

鎮公所->右轉 大社南路->左轉 大社路->東彰路 往北(高鐵站聯外道路->員林->穿越

141線(員集路)->東彰路 往東->左轉 員林大排 堤岸道(東岸)->穿越台 76東西向快

速道路，直行->順接 144線 往西(台 76東西向快速道路橋下)->員林市區-> 右轉 萬

年路->右轉 員林大道->穿越 148線(員東路)，直行員林大道->右轉台 1 線(中山路)->

美利達公司->台 1線右轉台 74 甲(彰化東外環道)->八卦山脈爬坡路段->最高點右轉  

<八卦山脈 經典 139 線>，一路往南->穿越 148線(員草路)->139線/鳳山寺、微熱山

丘、猴探井->接 139 乙線->橫山急彎下坡路段->右轉 150線(南田路)->赤水派出所之

前左轉 出林虎路、名山路(投 36)->右轉頂廓巷->庄仔巷->左轉小崎巷下坡->直行接 152

線(員集路) ->右轉南雅街、南雲路、台 3線往南->名竹大橋橋頭之前右轉 濁水溪水

防道路->二水 右轉，引水公園旁-> 濁水溪北岸產業道路(堤岸內)->接 152線(公路里

程標 33K處，面對砂石場)往西->152線(榮光路->登山路->溪下路->溪州鄉公所)->村

市路(莿仔埤圳岸道)->右轉台 1 線(莒光路)往北->北斗->田尾 台 1線右轉富農路->

大社路->高鐵站區->右轉 大社南路->左轉 150線(斗中路)->終點(會場) 

十三、關門規則: 為了維護車友安全與整體活動的順行，特設”關門規則”如下 -- 

關門地點 里程 關門時間 

二水 引水公園旁/水森路 路口 約 73K 10:40 

 
注意： 

※ 關門時間乃以會場最晚時間 06:45出發(= 06:15 + 30分鐘)為基準、且參考以最慢

時限 5.5小時完騎全程"的條件。 

※ 為了車友體能安全與活動交管時效，凡未能在關門時限內通過關門地點者，請遵守

大會規劃的折返路線，一路往北回到會場。關門時間過後，相關路段的交維志工將

撤哨，結束服務。 

※ 關門折返路線: 二水 水森路->右轉 141線往北(南通路->民生路->員集路)->左轉

田中員集路->左轉 150線(中正路->斗中路->會場)，總里程數約 85k。 

 

十四、沿途補給站：(請特別注意各補給站服務結束撤除的時間) 

 第 1補給站 第 2補給站 第 3補給站 第 4補給站 

里程 25K 47K 72K 91K 

服務結束

時間 
08:15 09:20 10:35 11:30 

地點 花壇 
南投 八卦山脈 

猴探井 

二水  

引水公園附近 

溪州 

鄉公所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A3B4CF32-8CB3-2B85-2FA1-8A2468465821


※補給站目前為暫定位置，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的權利。 

十五、報名費 & 超值報名紀念品回饋： 

報名費 
紀念 

T 恤 

高級 

竹碳 

運動襪 

晶片 

計時 

補 

給 

品 

完騎

點心 

完騎  

紀念    

獎章 

照相 

服務 

完騎 

證書 
保險 

$800 V V V V V V V V V 

 

1. 活動開始報名日期： 11月 26日(星期一)中午 12:00起，限額 5,000 名，額滿截止。 

2. 報名費繳款方式： 

※ 限採 7-ELEVEn 超商 i-bon 系統繳費(注意：繳費時，7-11 超商會加收 20 元手

續費) 。 

※ 請依下列步驟操作使用：點選 ibon首頁的左上角【代碼輸入】-->在下個視窗輸

入 【CCAT+IBON CODE】(共 16碼)-->確認及列印【繳費單】-->到超商櫃檯繳費 

※ 特別注意：報名後 3 天之內必須到 7-ELEVEN 超商完成 i-bon 繳費程序，否則系

統將自動刪除取消報名資格。 

※ 提醒：如單筆報名訂單金額超過 2萬元，請自行手動拆單報名。 

※ 報名繳費後恕難受理退費，但報名繳費者一律會發給紀念品。 

3. 補給品：本活動為至少 3小時以上的長途騎乘，將消耗大量的體力，完騎所需的能

量來源仰賴活動前適當時間的充份進食與騎乘過程的適時補給。大會提供的補給品

有限，車友應視自身需要，另備額外的補給品。 

4. 騎乘證書：限時以內完騎者，於終點會場發放 

5. 響應環保，請自備水壺，大會僅供應補充用的大桶裝箱水！ 

6. 完騎照相服務：將於完騎後在會場攤位區操作進行，可提供線上下載照片版的完騎

證書電子檔服務 

7. 報名物品(計時晶片貼紙、活動須知手冊、紀念品等)發放方式： 

報名物品預定於活動前一週左右開始發放領取，方式 2選 1 -- 

※ 透過美利達經銷商領取：網路報名時指定一美利達特約經銷商，免寄送費。 

※ 宅配到府：需支付寄送費用如下 (團體報名者宅配到同一個地址) 

人數 1~2 人 3~10 人 11~30 人 31~60 人 61~100 人 101 人以上 

宅配費用 115 元 315 元 515 元 815 元 1015 元 1215 元 

8. 保險：本活動大會為報名參加者投保旅平險，以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注意：依保險法規定，因個人體質或疾病所導致之傷害不在本活動保險的受理範圍

之內。建議參加者視個人情況自行加買個人保險。 

十七、其他活動須知： 

1.本活動切忌一早未進食空腹的情況下出發騎乘，以免中途體力不濟，嚴重者可能因

血糖過低而引發瞬間昏厥等危險！ 

2.號碼晶片貼紙每人 1張，請勿摺疊以免損壞感應天線，於出發前貼於安全帽前緣，

張貼號碼晶片時請保持安全帽乾燥，以避免號碼晶片貼紙於騎乘過程中脫落遺失。 



3.本活動非競賽性質，安全第一，務請遵守警察指揮與交通號誌，順向靠邊騎行前進；

左轉路段必須依指示或兩段式左轉，切勿任意跨越三角錐或馬路中線，以確保騎乘

安全。 

4.必備健保卡(或身分證)，個人物品；行前注意氣象預報。 

5.如因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迫，大會得臨時調整活動路線等內容，或將活動延期或

取消等緊急因應措施。 

6.若活動因故取消，所繳交之報名費將於扣除已發生費用以及所需的處理成本之後，

將餘額的部份退費。 

7.本活動非競賽性質，計時成績僅供個人參考或查詢，大會不對外公告。 

8.路線圖等等活動須知公告於大會手冊、報名網站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或最新訊息時，

將隨時公布於大會報名網站/活動粉絲專頁。 

9.請自備單車。 

 

-- 特別聲明 與 活動切結 -- 

• 本活動限 18歲以上，身心健康、技術純熟、體力充沛、有自信可以在 5.5小時內完

騎，如有心血管等疾病或其它任何身心不適應症者，必須經專業醫師診斷許可才參加。  

• 報名參加者同意詳閱本活動簡章內容，並遵守交通安全、與交通義工人員的引導騎乘。 

• 報名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將會盡全力於維護本活動的順暢與安全，並為報名者辦理保

險，惟倘若於活動過程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其後果由報名參加者自行負責。  

• 未報名參加本活動，嚴禁代騎、陪騎等行為，若發生任何意外其後果須自行負責。 

• 參加者無條件同意大會有權將本活動之錄影，參加者的姓名(及或所屬報名團體名

稱)、照片、成績等基本資訊對外公告，或使用於本活動相關的宣傳與行銷用途。 

• 本活動蒐集報名者個人資料的目的為使用於本活動聯繫、識別、統計、保險、晶片貼

紙、照相服務等，以及主辦單位和美利達公司後續其他單車活動的告知等用途。 

 

十九、受理美利達自行車車主報名，以及報名物品發放的特約美利達經銷商名單: 

店家分類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展銷中心 正和達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南路 2號 03-9310179 

展銷中心 精誠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3段 203號 03-9534966 

專賣店 百客萊 基隆市仁愛區延平街 7號之 1 02-24280126 

旗艦店 歐盛達-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100號 02-27901876 

專賣店 駿誠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249號 02-28331297 

專賣店 達昇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 3段 283號 02-23773456 

加盟店 育春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273號 02-29314801 

加盟店 來騎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2段 176號 02-29392310 

加盟店 連發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段 29號 02-27660419 

加盟店 色彩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 4號 02-23959788 

旗艦店 順穎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33號 02-22188793 

展銷中心 歐盛達-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 106號 02-82858828 

專賣店 捷美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68巷 20-6號 02-2600-9013 

專賣店 山輪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 253號 02-29093260 



專賣店 祥瑞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313號 02-29900101 

專賣店 弘一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 153號 02-86848539 

專賣店 順祥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 111號 02-22564040 

專賣店 吉隆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30號 02-89612128 

加盟店 成龍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 58號 02-29889492 

旗艦店 隆安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611號 03-2188633 

加盟店 智崗單車生活館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596號 03-3561685 

加盟店 源將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1022號 03-3573702 

加盟店 崇越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 3段 70-1號 03-4382923 

加盟店 明泰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 620號 03-4521617 

展銷中心 綠色騎跡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392號 03-4023179 

專賣店 雙輪休閒生活館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 85之 3號 03-3524960 

加盟店 大新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 5號 03-3865357 

加盟店 勝富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683號 03-3688162 

加盟店 竹棋 桃園市新屋區民族路 6段 653號 03-4901811 

加盟店 風中騎緣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53號 03-4809698 

加盟店 欣鼎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 2段 79號 03-4933085 

展銷中心 勁風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八街一段 277號 03-6676810 

加盟店 森達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 376號 03-5103249 

加盟店 自由行 新竹市博愛街 32號 03-5720225 

加盟店 金泰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573號 03-7374052 

加盟店 永大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 37號 03-7473946 

旗艦店 沐蘭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 152號 04-23107515 

專賣店 聖陽 台中市東區旱溪東路一段 475號(新天地旁) 04-22135797 

展銷中心 阿力馬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 340號 04-26880970 

展銷中心 星暘自行車生活館 
台中市大雅區昌平路四段 282南 13巷 111弄

52號 
04-25652889 

專賣店 清華 台中市沙鹿區洛泉里日新街 61巷 4號 04-26625672 

旗艦店 歐盛達-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崇德路 5段 1號 04-25339498 

加盟店 久大 台中市潭子區仁愛路 2段 101號 04-25360648 

旗艦店 歐盛達-彰化 彰化市金馬路 3段 259號 04-7233998 

加盟店 進輪 彰化市四維路 53號 04-7628047 

加盟店 復元 彰化市中山路 2段 479號 04-7222881 

加盟店 宜客單車生活館 彰化市茄苳路一段 167號 04-7360926 

專賣店 立達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171號 04-8345276 

展銷中心 宏達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大同路１段 181號 04-8382320 

專賣店 建雄 彰化縣竹塘鄉中興街 45號 04-8972280 

專賣店 勝發 彰化縣伸港鄉中華路 275號 04-7990898 

專賣店 益瑞單車生活館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中興路三段 698號 04-7992878 

專賣店 弘盛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 192巷 1號 049-2246545 

加盟店 巨輪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南路 143號 049-2323606 

專賣店 名駒 雲林縣莿桐鄉北平路 12號 05-5846626 



專賣店 宏翊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 151號 05-5326179 

加盟店 東明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 133號 05-7831077 

加盟店 宏和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 240號 05-5891302 

加盟店 榮春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140號 05-5329711 

展銷中心 典鑽 嘉義市仁愛路 135號 05-2851692 

專賣店 統一 嘉義市台林街 78-2號 05-2774830 

展銷中心 歐盛達-台南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 145號 06-2630788 

專賣店 麥田單車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 38號 06-3356521 

加盟店 新大榮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 2段 363號 06-2152066 

專賣店 越野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三段 81號 06-2317058 

加盟店 安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493號 06-2535316 

專賣店 聯興單車生活館 台南市安南區怡安路 2段 553號 06-2477588 

專賣店 天秤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 185號 06-7234116 

專賣店 建發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 868號 06-2703710 

加盟店 三和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 511號 06-5817688 

加盟店 新永興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 344號 06-6322453 

加盟店 大明 台南市學甲區濟生路 179號 06-7833007 

旗艦店 歐盛達-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441號 07-5535198 

專賣店 廣騰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 113號 07-5876788 

加盟店 奇美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 16號 07-7518516 

展銷中心 造福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三路 8號 07-8215201 

專賣店 順宏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0號 07-3813298 

展銷中心 橋孚(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8號 07-2161288 

專賣店 和鑫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 137號 07-2384923 

專賣店 樂山水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 431號 07-7673973 

加盟店 十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6號 07-7460489 

專賣店 岡山鐵馬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 31號 07-6235269 

專賣店 利崍 屏東市和平路 407之 1號 08-7327211 

專賣店 太空梭 屏東市廣東路 786號 08-7321533 

展銷中心 精誠 台東市北平街 6號 089-356596 

專賣店 單車駭客 台東市更生路 263號 089-360973 

專賣店 樂活單車 台東市新生路 450號 08-9328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