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自由車錦標賽  

登山車賽競賽規程(公路越野示範賽&越野繞圈賽)   

一、 宗 旨：為培植市內優秀越野自行車選手，增加台灣登山車項目發展可能性，並鼓勵業

餘玩家參與單車競技活動，提升國內運動水平。 

二、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三、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四、 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桃園市體育會、龜山區公所  

六、 選拔日期：1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 06：30 各組報到檢錄  

        07：30 公路越野賽推廣組別(女)  

        08：10 公路越野賽推廣組別(男)  

      09：00 越野繞圈賽推廣組別(女) 

      10：30 越野繞圈賽推廣組別(男) 

七、 集合地點：龜山棒球場停車場(由新興街進入  如地圖標示地點) 

 

座標: 25°02'04.0"N 121°21'04.6"E  

八、 參加對象：  

1. 全國 13 歲以上對登山車下坡賽運動有興趣者，皆可個人或

組隊參加。 

2. 設籍桃園市報名人數不限；歡迎外縣市選手參加，惟各組限額 40 人。  

九、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16 日截止；不受理臨時報名。 



(二) 報名網址：伊貝特 http://bao-ming.com/ 一律採網路報名、並請於 

3 日內繳費以完成手續，如逾期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 主辦單位恕

不另行通知。  

(三) 繳費方式：  

1. 萊爾富超商 Life-ET 繳費流程(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30 元手續費) 

(1)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1個Life-ET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台萊爾富 Hi-Life 門市  

(2) Life-ET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繳費.代收』  

(3) 點選左上角『網路交易』  

(4) 點選  

(5) 確認閱讀條款  

(6) 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HH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7) 確認代碼並列印  

(8)列印繳費單後三小時內持單至櫃檯繳費  

2. 全家 FamiPort 繳費流程(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30 元手續費) 

(1)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FamiPort 的繳費代碼(訂單

編 號)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台全家超商門市  

(2) FamiPort 機器螢幕點選右上角『繳費』  

(3) 點選右上角『會員儲值繳費』  

(4) 點選 確認繳款需知說明  

(5) 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FF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6) 再次確認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7) 繳費金額以及項目資料確認並列印  

(8) 列印繳費單後三小時內持單至櫃檯繳費  

 

3. 7-ELEVEN 門市 ibon 繳費流程(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30 元手續費)  

(1)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個 i-bon的繳費代碼(訂單編

號) ，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台 7-ELEVEN 超商門市 ibon 機台進行繳費 

(2) i-bon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3) 輸入代碼『EBT』 後直接按『下一步』  

(4) 再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

(共計 14 碼)   



(5)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

碼)   

(6) 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

繳費單』 (7) 列印出 i-bon 繳費單後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

單至 7-ELEVEN 櫃檯繳費。  

4. ATM 繳費流程(須付每筆 10 元即時銷帳費)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ATM 轉帳帳號 → 

報名後三天內(繳 款期限內)轉入款項（繳款期限不受例假日

所影響）→ 請至全省實體 ATM (或 透過 網路 ATM) → 點選

『繳費』→ 輸入『銀行代碼(006) 合作金庫』→ 輸 入 ATM 轉

帳帳號『(該筆訂單專屬 ATM 轉帳帳號)EX:080111xxxxxxxxxx』

(共計 16 碼) → 輸入您的『轉帳金額』(即訂單總額) → 完

成繳費。  

5. 金融卡即時轉帳繳費流程(須付每筆 10 元即時銷帳費)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選擇 『金融卡即時轉帳』(限

在瀏覽器 IE 中使用)（需有晶片讀卡機）→ 系統將導入付費

頁面 → 輸入您的金融卡密碼 → 確認『繳費資訊』→ 點選『確

認』→ 完成繳費。  

6. 線上刷卡 (VISA/MasterCard/JCB) :   

請注意, 當您使用線上刷卡付費時, 您帳單上的請款者資訊將

為『伊貝特資訊 服務有限公司』  

(四) 報名費：每項目 500 元 (競賽險＋晶片帽貼＋號碼牌＋紀念衫

＋礦泉水＋完成成績證書)。 

 (五) 本賽會完成報名繳費後，視同已完成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退費或更 名取代，請慎重考慮！  

十一、獎勵： 

1. 獲獎選手市府獎狀發給原則：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人）者，獎

第一 名；達四隊（人）者，獎前二名；達五隊（人）以上者，獎前三

名。  

2. 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

員獎 懲要點」辦理。 



十二、器材及服裝：須穿著比賽服裝、車鞋、須戴安全頭盔(不得使用

皮條帽) 裝備不合規定者，不得出場比賽。  

十三、注意事項： 

 ★本活動為每位報名參賽選手(滿 15 歲~未滿 76 歲)投保 100 

萬特定活動 意外險，30 萬實支實付醫療險。如有不足及未滿 15 

足歲請參賽者自行投保。倘若於活動中發生任何意外，依照保險契

約辦理，無其他異議。   

十四、比賽聲明：  

本人（或本團體）已詳細閱讀本活動之競賽規程，並同意大會於

本活動之 安排，亦了解比賽所需承受之風險，自願參加比賽方

進行報名，競賽中若發生 任何意外，本人（或本團體）及家屬

願意承擔比賽期間所發生之個人意外風險 責任，並保證本人（或

本團體成員皆）身心健康。倘若於活動中發生任何意外， 本人

（或本團體）願負全責，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本人（或本

團體）於 參加活動中所有影片或照片之肖像權，亦將提供主辦

單位無償使用於相關之宣傳活動上。  

十五、報名即表示同意「比賽聲明」之內容，受託代理報名人應予轉知

報名人。  

十六、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十七、附件：  

(1)競賽場地：桃園市越野自行車培訓基地(上圖:公路越野賽/下圖:越野繞

圈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