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走馬飛車活動報名簡章 

一、 活動說明： 

走馬飛車是由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主辦的趣味競賽，是一

場僅靠下坡自然動力而前進的駕車活動，選手打造專屬獨一無二的造型車，在比賽

現場跟其他選手一同較勁！比造型、比膽識、比速度、更比觀眾人氣度！ 

 

『走馬』的諧音正是西拉雅地區母系社會與祖靈之間信仰尊稱「祖媽」(台語)，

而「走馬」同時也象徵著騎著馬跑的意涵，「走馬飛車」將以無動力車取代馬前進，

活動也讓民眾充份發揮創造力、想像力，並在比賽過程中與場邊民眾互動，共享一

場趣味且富有歡樂性的無動力造型車賽。 

二、 報名管道：通信報名、傳真報名、EMAIL 報名 

三、 重要活動時程表： 

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9 月 12 日(一) 截止繳交報名表與設計說明圖 

9 月 13 日(二) 公布入圍名單，選手開始著手造車 

10 月 19 日(三) 寄送車手證及選手上傳造車影片 

10 月 29 日(六) 選手報到與選手車檢測 

(中午 12:00 前完成報到) 

10 月 30 日(日) 正式比賽 

四、 活動地點：走馬瀨農場（臺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子瓦 60 號） 

五、 活動說明： 

只要您有創意、有想法、夠熱血，就趕緊組團報名吧！ 

每隊最多４名成員，需有一名駕駛，並視各隊需求，可增加副駕駛。 

每台車最多可乘載２名成員（正副駕駛），其餘成員將為後勤隊。 

六、 比賽方式： 

各團隊依出場順序先後，將造型車推上起跑台，進行三分鐘車輛介紹(含影音)， 

隨後開始刺激的冒險旅程！後勤成員運用起跑台坡度力量、將載著正(副)駕駛

的造型車推下賽道，背負著團隊的使命，闖過佈滿荊棘的挑戰，即可完成賽事，

晉升為台灣南波萬！！ 

比賽賽道將近 400 公尺，為確保比賽過程安全無虞，將禁止觀眾進入賽道內，

同時賽道周邊將有牧草球、交通錐、警示線、防撞護墊等保護措施，以保護駕



駛安全。 

七、 評分方式： 

現場邀請五位評審委員進行團隊整體評分。考量安全需要，駕駛必須自備配戴

可保護全臉的安全帽、護膝、護肘才可參與；團隊與車輛須符合大會規定。 

評比分類 說明 項目 各項得分 

造型車 

評比 

整體造型 

最高 40 分 

造型車整體完整度及精細度 25 

素材運用 15 

想法創意 

最高 40 分 

造型車創意性及趣味性 30 

概念闡述 
參賽隊伍可於登場前播放造車影片並介紹團隊造車理念(可全

程影片呈現，或部份影片、部份由團員推派代表進行介紹，或

全程推派代表進行介紹，形式不拘)，為確保比賽流程順暢，凡

選手介紹團隊及設計理念超過 3 分鐘(包括影片播放時間)，將停

止隊伍發言並直接進行比賽。 

10 

團隊精神 

最高 20 分 
團隊的精神展現、企圖心與熱血程度 20 

總分 100 

關卡挑戰 

(關卡將依實

際賽道會有調

整，實際以官

網最終資訊為

主) 

區間挑戰 
賽道分成 4 個區間，選手完整通過區間，須無碰撞、身體觸地、停下車輛並通過

障礙物，即可獲得該區間分數 5 分，總計四區間可得 20 分。 

20 

親友助陣-無敵神射手 
各團隊指派親友於賽道指定區拿著黏板，只要駕駛通過該處， 

將黏球投射並黏於黏板上，即可獲得 20 分 

20 

跳躍青春 
賽道將放置兩個不同高度跳台由駕駛選擇挑戰，依通過跳台獲得關卡分數， 

選手選擇通過 15cm 跳台，可獲得 10 分，選擇通過 30cm 跳台，可獲得 20 分。 

20 

障礙挑戰 
賽道將放置不同難度障礙，依障礙難度放置 5、10、15、20 分數板， 

選手必須突破障礙，且任一輪子壓到分數板，即可獲得對應分數，上限 20 分。 

20 

運轉手挑戰 
賽道終點線後，將設置長 250cm、寬 150cm 的停車線，駕駛將造型車停於線內，

即可獲得 20 分，壓線獲 10 分，不在線上，不另計分 

20 

總分 100 

隊伍分數造型車評比(70%)與關卡挑戰(30%) 
同分比序將依序造型車創意性、造型車整體完整度與精細度進行比分，如皆同分，由評審投票表決 

100 



※主辦單位有更改評分內容、關卡之權力，請各團隊隨時留意官網或粉絲頁之異動。 

八、 獎項說明： 

金獎 獎金新臺幣 22 萬元整 

銀獎 獎金新臺幣 12 萬元整 

銅獎 獎金新臺幣 8 萬元整 

第四名 獎金新臺幣 3 萬元整 

第五名 獎金新臺幣 2 萬元整 

速度獎 獎金新臺幣 1 萬元整 

團隊精神獎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最佳造車影片獎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人氣獎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驚喜獎 獎金新臺幣 5,000 元整  

 

※最佳造車影片獎評分標準：影片完整度及流暢度(40%)、影片創意(30%)及趣味性(30%)。 

※影片長度以三分鐘為限(超過部分不予計分)。 

獎金說明： 

1.活動獎金統一於活動結束(得獎車展示結束後次日起算)一個月內，以填具隊

長(或另推代表)名稱之支票發放。依據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活動獎項如為現金，

活動承辦單位有權自應給付獎金中逕予扣除相關所得稅。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需預扣 10%；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需預扣 20%。 

2. 得獎團隊代表需備齊身分證明文件（國人請攜帶身分證、外國人請攜帶護照

正本)。登記資料後，由承辦單位依所填資料寄送支票至指定位置。 

3. 得獎資料需留存：姓名、個人身分證字號／護照資料、聯絡地址。 

4. 為保護個人資料，所有相關個人資料之表格正本、證件影本皆僅限扣繳使用，

不作其他用途。 

  



九、 特別規劃： 

為鼓勵選手參與競賽，2016 走馬飛車提供每組出賽團隊交通補貼。 

 前 35 隊每隊 5,000 元。 

 外籍隊前 5 隊每隊 8000 元。 

補助說明： 

1. 前 35 隊必須報名且完成出賽才有交通補貼資格，若有隊伍無法完賽，

將由第 36 隊依序遞補，補助順序依報名序為主。 

2. 外籍隊補貼部份，團隊駕駛必須為外籍人士，前 5 隊報名且完成出賽，

才有交通補貼資格，若有隊伍無法完賽，將由第 6 隊依序遞補。(交通

補貼必須由外籍人士代表領取) 

3. 交通補貼須於活動當天由前 35 組及外籍隊前 5 組推派代表成員，攜帶

身份證明文件並填妥領據(依法列為個人所得)，且確認各團隊確實將造

型車運離活動場地後，再進行放發。 
 

十、 報名規定： 

1. 報名資料務必依報名表格如實填寫，以利資料登載與傳送；倘若身分不符而喪失

得獎資格，報名者應自行負責並不得異議。 

2. 報名者應仔細閱讀車輛規定、成員安全規定、成員聲明與注意事項，凡報名者，

即視為認同本次活動精神，並遵守大會所有辦法規定。 

3. 每隊人數最多四人。正（副）駕駛需年滿 20 歲（1996 年 10 月 30 日前出生者）；

其餘隊員年齡無限制。 

4. 2016 年 09 月 12 日前循報名管道，提繳報名資料與設計理念圖；若逾期報名、

未簽妥成員聲明、資料缺漏未補等，即視報名不全，不得參與。 

5. 報名文件請自行留存副本，主辦單位恕不退件。 

6. 若參賽者有使用他人所有之圖案等並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須自行取得著作財

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 

  



十一、 車輛規定： 

1.車身底盤必須離地至少 15 公分，車長不得超過 3 公尺、車寬不得超過 2 公尺、

車輛重不得超過 80 公斤 

2.不得加裝任何動力設施，僅能透過起跑下坡與自然重力移動 

3.必須有獨立煞車裝置（至少連結兩個輪胎） 

4.必須要有方向控制裝置 

5.不得改裝現有機動車輛，若改裝腳踏車須拆卸踏板 

6.不得有引擎、燃料、電力系統、電池等任何可供加速之設施 

7.活動隊伍必須為自己車輛安全性與結構性負責 

8.活動隊伍車輛、車輛設計若有侵權事宜，由隊伍負責，與活動單位無關 

9.如有需要，活動單位有權要求團隊先行測試操作、控制、煞車等項目 

10. 若有安全疑慮或違反任何安全規定，活動單位可逕行取消隊伍參與資格 

 

十二、 成員安全規定： 

1. 比賽時，所有車手皆須自行準備並配戴安全帽與安全裝置（護膝、護肘等護具） 

2. 車手不得被固定在車體上；車手需脫離車輛時，不會受到任何物件或設施的影

響，亦不得影響呼吸與視線 

3. 所有成員應注意自身健康議題，若患有高血壓、心臟病、氣喘、心血管疾病等

易因刺激而危及生命與健康之疾病者，請勿參加；若當天成員有任何會影響安

全的健康狀況，活動單位將保有取消參與資格的權利 

 

十三、 成員聲明： 

1. 本隊成員身體狀況良好，志願參加本次活動，並聽從活動單位指示；活動中若

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願意自行負責，一切責任與活動單位無關。 

2. 本隊同意依活動需求將每位報名者繳交之資料、參與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內容提

供活動單位辦理使用。個人隱私資料相關，請參見隱私聲明。 

  



十四、 注意事項： 

1. 活動報名前，所有成員應充分考慮和評估自身身體條件。 

2. 活動出場前，若有身體不適請勿出場。 

3. 活動進行中，若有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活動；若發生任何事故，應自行負責。 

4. 成員必須自行負擔造型、運送等費用。 

5. 入選團隊需於 2016/10/19 前，將自行錄製 1-3 分鐘(時間由選手自行分配，可搭配

評分項目之「概念闡述」部份進行呈現，總長度不得超過 3 分鐘，影片列入評比及獎項)造車

過程影片上傳至活動報名信箱(visionbridge802@gmail.com)或燒錄光碟郵寄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11 樓之 3 走馬飛車活動小組收)。報名即同意授

權影片編輯、重製權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因本次及未來活動需求而對影片

進行編輯與重製。(檔案大小請勿超過 50MB) 

6. 入選團隊應於 2016/10/29 當天 12:00 前將造型車入場進行檢測（詳細時間活動

單位將另行說明）。 

7. 獲獎隊伍車輛必須依主辦機關指示保留展示，展示天數另行通知，展示結束後須

自行將車輛運回。 

8. 獲得金、銀、銅獎之造型車必須完整保存車體，並於次年度活動辦理前，配合

提供於相關報名宣傳活動上展示使用。 

9. 為確保活動安全，所有成員應聽從工作人員、看板說明之指示。 

10. 活動全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11. 活動日若遇天氣影響，在安全考量下，活動單位有權進行調整活動內容；因應

調整而產生的任何影響應由成員自行負責，敬請諒解。 

12. 活動單位有權將活動錄影、相片及成績，公開播放、展出或登載於網站及刊物

等管道，成員須同意主辦機關將肖像及成績紀錄公開與使用於本次及未來活動

之相關宣傳事項。 

13.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活動單位隨時調整修正。本次活動所有項目解釋權，歸活

動單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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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隱私聲明： 

活動單位收集您的個人資料，主要是為能提供您更多關於「走馬飛車」的活動訊息。

若您未能如需求提供個人資料，活動單位將無法接受您的報名。您的個人資料將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規定妥善保護，並作為蒐集時之告知，以及蒐集、處理、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依據。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您的個人資料將可能提供給第三方

單位或外包服務商。若需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外包服務商時，活動單位將只會提

供所需的部分，並採取所有合理的措施，以確保個人資料被外包服務商使用時符合

法律規範。請注意，活動單位並不能負擔所有在法律許可下，可能由其夥伴所產生

之侵權及其影響。若想要更新、更正或刪除個人資料，請聯絡我們。 

 

十六、 連絡我們： 

Email：visionbridge802@gmail.com 

走馬飛車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irayagocrecar/ 

Tel：(07)333-5816 Fax：(07)333-5806 

高雄市 80242 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11 樓之 3 走馬飛車活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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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報名與成員聲明（必填 Necessary completed）： 

隊名 Team Name： 人數 Number of People： 

學校／公司單位 School/ Corp. Name： 

連絡代表人 Contact Representative /電話 telephone number： 

連絡地址(寄發選手證、通行證用)： 

電子信箱 Email Address： 

駕駛 

Driver 

姓名 Name 

 

身分證字號 I.D./ Passport Number 國籍 Nationality  

 

性別 Gender 

 

生日 Date of Birth 

 

連絡電話 cell Phone Number 

 

副駕駛／後勤 

Team Member 

姓名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連絡電話 Phone Number 

後勤 

Team Member 

姓名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連絡電話 Phone Number 

後勤 

Team Member 

姓名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連絡電話 Phone Number 

團隊簡介 

About Us 

 

 

 

 

 



造型設計圖 

Design & Draw 

1. 需詳述設計理念（可採用各種方式說明） 

2. 設計圖中必須清楚顯示煞車與方向控制之裝置結構 

3. 獲選隊伍在製作期間，必須上傳 1-3 分鐘影片至活動網站，以利規劃活動紀錄 

4. 不足頁數可自行加印 

 

 

 

 

 

 

 

 

 

 

 

 

 

 

 

 

 

接下頁／please turn to next page  



聲明 

Declaration 

1. 本隊成員身體狀況良好，志願參加本次活動，並聽從活動單位指示；活動中若發

生任何意外事件，願意自行負責，一切責任與活動單位無關。I certify that I am an 

expert, physically fit, have sufficiently prepar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rby, and that are 

there are no health-related reasons or problems, which preclude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activity or event. I acknowledge that the Derby is INHERENTLY VERY DANGEROUS, and I 

am responsible for my team’s derby car as well as teammates’ action. 

2. 本隊同意依活動需求將每位報名者繳交之資料、參與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內容提供

主辦單位辦理使用。All the information I have given is accurate.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form will be maintained and to be used for all aspects of 

the Derby. I understand that the Derby I may be photographed. I agree to allow my 

concept sketch, photo, video, or film likeness to be used for any legitimate purpose by the 

Derby holders, producers, sponsors, organizers, and assigns. 

3. 本隊成員皆已閱讀，且同意所有辦法內容，並志願親簽署名。I CERTIFY THAT I HAVE 

READ THIS DOCUMENT IN ITS ENTIRETY. I SIGN THIS OF MY OWN FREE WILL. 
 

簽名 Sig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Sig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Sig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Sig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內容填寫超出表格，請自行延伸*Please adjust the blank if need。 

*每隊將獲一入園通行證，僅供一輛車使用*Each team will receive one pass for one car free entry. 

*所有隊伍成員皆須志願簽名*All Teammates should sign name of her/his own free will. 

*報名期限為 2016/09/12 * Completed Forms must be sent due to 2016/09/12 

*填妥後，請將報名與成員聲明循以下方式報名： 

1. Email 至：visionbridge802@gmail.com 

2. 傳真至：(07)333-5806 

3. 郵寄至：高雄市 80242 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11 樓之 3（以郵戳為憑） 

有任何問題歡迎電洽(07)333-5816 走馬飛車活動小組 

mailto:visionbridge80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