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祝扶輪基金百週年單車環台勸募活動	
	

活動緣起：	
 
2016 年適逢扶輪基金百週年，也是國際扶輪戮力根除小兒麻痺症最後關頭的時

刻，國際扶輪為根除小兒麻痺症奮鬥了 25 年，現在全球目前僅阿富汗及巴基斯

坦兩個國家為小兒麻痺症的疫區,假如不把它消除，十年之內小兒麻痺將會捲土

重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已宣佈 2013~2018 為消滅小兒麻痺的最終一戰，叫做

《END GAME》,如今正是根除小兒麻痺的最後一哩路。Peter 總監指示辦理單車

環台勸募活動，在這重要的時刻，鼓勵國際扶輪 3500 地區所有社友，積極參與

根除小兒麻痺計畫，為根除小兒麻痺盡一份心力。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500 地區辦公室  

    承辦單位：桃園武陵扶輪社 

    協辦單位：3500 地區自行車委員會，苗栗社，苗栗三義社，新竹社， 

              新竹矽谷扶輪社，新竹新豐社，蘆竹社……眾多單位募 

              集中（依筆劃順序） 

    活動日期：2016 年 10 月 5 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共 10 日） 

    活動地點：各項相關活動及預算詳見附件一 

 

參加資格： 

    凡喜好單車運動，身心健康與熱愛生命，認同扶輪及本活動舉辦目的，均 

    歡迎報名參加。（未成年者須檢附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 

    報名順序：1.扶輪社友，2.扶輪社友寶眷，3.扶輪社友親友。 

 

報名資訊： 

    一．報名辦法：1.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1939f4556f45e52d3e4c  

              2.書面報名：報名表詳如附件三 

              額滿為止，活動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開放報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8 月 15 日 



三．報名須知：1.網路報名時請詳填相關基本資料，以免誤發相關報名資訊 

            2.請詳加評估自身身體狀況，勿勉強參加。 

            3.報名手續完成者，請勿隨意取消報名，以利活動籌備。 

四．繳費方式：報名費用請先繳交至各社財務主委或執行秘書，開立 

              各社捐款收據後，統一由各社於 2016 年 8 月 16 日前 

              匯款至以下帳戶： 

              匯款銀行：彰化銀行 桃園分行（代號：009） 

              匯款帳號：5703-86-004812-00 

              戶名：陳健男 

              匯款完成後請將（帳號末五碼）及（匯款時間）通知環台 

              勸募活動財務長確認。（武陵社 Cloudia 許明雲 0928-506-143）  

五．獎勵辦法：完成全程騎乘車手，頒贈： 

              1.承辦廠商-捷安特旅行社頒發環台完騎證書。 

              2.地區辦公室頒發完騎證書及獎座。 

六．報名費用：新台幣 43,800 元（費用包含兩件車衣+一頂車帽，自備單車 

              者可折抵新台幣 3,000 元） 

 

收支預算： 

     

收入 支出 備註 

車手報名

(100*43,800) 

4,380,000 捷安特旅行社

(100*43,800) 

 4,380,000 車手報名費用包含

車衣＊2+小帽＊1 

DDF    320,000 

(一萬美金) 

8/21 團練暨說

明會 

   30,000 芃華餐廳 

  10/4 車手之夜

晚宴 

   70,000 地點另行通知 

  10/5 誓師大會

＋記者會 

   30,000 地點另行通知 

  10/14 頒獎典

禮＋慶功宴 

 150,000 地點另行通知 



  公用形象推廣   30,000  

  雜費   10,000  

 

合計 

     

4,700,000 

      

4,700,000 

 

 

記念衫義賣： 

    一・製作公共形象紀念衫，作為義賣收入，收入扣除成本後盈餘全數捐扶 

        輪基金會。 

    二・車手可用成本購入紀念衫，於騎乘期間晚間用餐時穿著，維護地區及 

        車隊，車手之良好形象。 

 

騎乘路線：騎乘路線，用餐地點及住宿飯店詳如附件四。 

 

工作團隊：工作團隊組織表詳如附件五。 

 

注意事項： 

一． 凡報名完成者，主辦單位將為車手與工作人員辦理保險，倘若騎程 

過程中發生任何意外，依照保險合約辦理，不得異議。 

二． 參加騎乘車手同意主辦單位將此項活動之錄影，相片於各地播放，展 

出或登載於主辦和協辦單位網站及刊物上，參加騎乘車手必須同意其

肖像用於相關之宣傳活動上。 

三． 活動前如遇颱風等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有主辦單位以車手安全為考 

量，決定是否取消或延期，並將於活動日期之前公布。 

四． 參加車手應依路標方向靠右前進並遵守交通指揮及道路交通法規，標 

誌，標線，號誌之規定。騎乘中請遵守交通路況及注意本身安全。 

    五． 本活動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布之。 

 

保險特別說明： 

一． 報名表內各欄請務必詳實填寫，如有錯漏導致喪失保險效力，應自行 

負責。 

    二． 本活動捷安特旅行社投保旅遊責任險（500 萬意外險及 20 萬醫療險）  

         ，500 萬履約保證保險。（詳依捷安特旅行社其保險內容，申請理賠 



          時須提供診斷證明及收據正本） 

 

安全守則： 

一． 活動期間，重要交通要道，路口由捷安特旅行社工作人員協助交通維 

     護及疏導，請選手遵守工作人員指揮，並卻人遵守交通規則，以確保 

         自身安全。 

    二． 活動當日若遇颱風或其他天然災害，活動無法繼續進行或有危害車手      

         ，工作人員安全時，主辦單位得視情況取消活動。 

 

使用說明：個資法與肖像權 

    慶祝扶輪基金百週年單車環台勸募活動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僅向您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 蒐集的目的：為辦理 2016 慶祝扶輪基金百週年單車環台勸募活動及

辦理相關保險作業之用。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戶籍地址，電    

        子信箱，肖像，影音等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依個人資料蒐集之特並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約定之保存年限或本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本活動宣傳地區。 

        3.對象：本活動授權之相關主承，協力單位，本單位通匯銀行，本單位 

               業務委外機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 

               人資料之接收者，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主辦單 

               位共同行銷或合作對象。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附件一： 

 

一・地區車手團練 

    承辦社：新竹新豐社     

    日期：2016/8/21（日） 

    騎乘路線及用餐地點：芃華餐廳 

    預算：3 萬元 

 

二・車手之夜晚宴 

    承辦社：新竹社 

    日期：2016/10/4（二） 

    地點：規劃中 

    預算：7 萬元 

 

三・出發誓師大會及記者會 

    承辦社：新竹矽谷社 

    日期：2016/10/5（三） 

    地點：新竹市政府前廣場 

    預算：3 萬元 

 

四・頒獎典禮暨慶功宴 

    承辦社：新竹西北社 

    日期：2016/10/14 

    地點：規劃中 

    預算：15 萬 

 

五・公共形象推廣 

    承辦社：新竹竹塹社 

    日期：即日起 

    地點：可用適宜之方式，推廣扶輪形象。 

    預算：3 萬 

     



六・公共形象紀念衫 

    承辦社：新竹竹塹社 

    日期：2016/9/4 前提供車手購買及開始義賣 

    地點：全省 

    預算：製作記念衫義賣，所得扣除成本後，盈餘捐扶輪基金會 

          （車手可用成本價購買） 

 

 

 

 

 

 

 

 

 

 

 

 

 

 

 

 

 

 

 

 

 

 

 

 

 

 

 



 

附件二： 

家長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     ）為

未成年人_________（身分證字號：     ）之法定代理

人，確實同意其參加 2016年 10月 5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慶祝扶輪基金百週年單車環台勸募活動』之單車活動。，

並已詳閱活動簡章，願遵守大會之規定。若違反簡章規定，如

在活動期間，發生任何事情。絕不追究主辦、承辦單位之責任。

特立此書為憑 

此致承辦單位：國際扶輪 3500 地區辦公室 

收執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後請傳真 (03)477-9000   謝謝 

 

 

 

 

 



 

附件三： 

 

 

	

	

	

	

	



	

附件 4：如行程表附檔 

 

附件 5: 

  慶祝扶輪基金百周年單車環台勸募活動 

組織名冊 

職                 務 社 名  姓 名 所屬社 電    話 
地區總監 DG Perter   鄭桓圭 新竹北區社  0912090053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總召集人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

會主委 

PDG OBS  涂百洲 

桃園西區社  0910-267699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副總召集人 C.P Tony    賴耀星  苗栗東南社 0910450022 

榮譽主委 PP Hedai    陳煜斌 頭份社  0921-663513 

榮譽主委 PP Sunshine  洪啟生 三義社  0933-949519 
榮譽主委 PP J.H      楊文通 成功社  0932-101030 
2016-17 地區自行車主委 PP Blue     藍棟洋 新竹社  0910944126 
慶祝扶輪基金百周年主委 PP Charles   陳健男  武陵社 0932010143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執行長  PP Tire     黎漢輝 苗栗社  0933-014189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執行顧問 CP SOHO   陳禮龍 矽谷社  0936-168098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財務長 Cloudia     許明雲 武陵社 0928506143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桃園分區主委 PP Sam      何正山  蘆竹社  0935578998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桃園分區總幹事 Diamond    李福椿 中山社 0935934787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桃園分區副總幹事 Ted        簡學瑜 武陵社 0913507506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中壢分區主委 PP Kitchen  林慶川  中壢東區社 0937814699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中壢分區總幹事 PP River    江聰明 楊梅東區社 0937802237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中壢分區副總幹事 PP SISI     陳淑儀 中壢北區社 0934155553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新竹分區主委 PP Linken    林文達 新豐社 0988802080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中壢分區總幹事 Rice         顏川鈞 新竹社 0933978787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中壢分區副總幹事 P Scorpio     楊勝清 新豐社 0939342110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苗栗分區主委 PP Rice      劉科良 三義社 0937221070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苗栗分區總幹事 Carver       黄祈翔 三義社 0937728769 

自行車環台勸募活動苗栗分區副總幹事 Plant       顏清紋 竹南社 0932394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