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蓮池潭國際鐵人三項競賽 

報到通知書 

報到重點說明 

謝謝各位選手對於蓮池潭鐵人的支持，配合防疫請各位協助配合~ 
1. 進入會場請確實佩戴口罩、配合酒精消毒、保持防疫距離。 

2. 進入游泳起點集結管制區者需佩戴口罩，下水前再把口罩拿下丟棄至垃圾桶內，方可下

水進行游泳賽事。 

選手成績於下水感應晶片後開始計算 
3. 路跑時選手出轉換區工作人員會配發【環保水壺】供飲水，補給站一律不提供紙杯使用，

亦可自備環保杯。 
4. 賽事完成成績證書採行電子成績請選手賽後掃描 QRcode 方式(號碼布左下角)自行下載

列印完成證書，亦有郵局攤位可自費製作紀念郵票版完成證書。 
5. 【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請選手們自行列印填寫可加速報到手續。 
6. 賽事說明會暨選手之夜訂於 2022/10/08 18:00 假蓮潭會館舉行，請務必參加！需本人

親自簽名及感應晶片報到，若未出席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請各位選手注意！ 

 

報到編號已公布於活動官網(http://www.kh-triathlon.com/)上，請至活動官網查詢【2022蓮池潭

國際鐵人賽名單公告】，自行查詢所屬報到編號，請參賽選手於 10月 8日至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

店(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 1435 號)領取報到物資及交驗比賽用車，以完成報到手續。 
 ＊10 月 8 日(星期六) 14:00-17:00 時(逾時不候)選手報到及交驗比賽用車，其他物品可次

日放入。 

 ＊延後報到：請於 10/8 17:00前發 mail至 sino.polar@msa.hinet.net 提出申請，並請

於 10/8 20:00 前領取物資並繳交比賽用車，延後報到手續費：個人組 500 元/人、接力

組 1000元/組。 

 

注意事項： 

1. 活動報到當日請務必攜帶有影像之身分證明文件。 

2. 參加者親自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利身份核對，由工作人員登記及配戴識別手環後完

成報到手續。 

3. 本次賽事游泳項目開放可穿著防寒衣，不得携帶魚雷浮標及浮具，請選手注意安全。 

4. 游泳開賽前越線或偷跑者，經大會攝影採證，完賽成績加時 3分鐘；游泳未通過指定之轉折點

將判失格。 

5. 請各位選手秉持鐵人賽事精神~獨自完成比賽，若遇機械故障亦請選手們自行解決。 

6. 請各位選手務必遵守大會規定完成相關手續及競賽規定，若有任何疑問煩請來信洽詢承辦單位

sino.polar@msa.hinet.net，感謝！ 



 

一、報到資訊 

【現場報到必備物品】 

1.請務必查閱【2022 蓮池潭國際鐵人賽名單公告】，並請牢記您的選手報到編號。 

2.請攜帶有影像之身分證明文件，報名參賽者依大會提供選手報到編號至報到地點進行報到

並領取選手物品及配掛選手之識別手環。 

3.報到地點及時間： 

報到地點 地址 報到時間 

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 1435號 10/8 14:00~17:00 

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

(已申請延後報到者) 

個人組 500元/人 

接力組 1000元/組 
10/8 17:00~20:00 

4.選手轉換區交車時間：10/8 14:00-17:00(逾時不候) 

5.報到流程： 

◎步驟 A、於活動官網查詢選手報到編號。 

◎步驟 B、憑身分證件及選手編號至報到區報到。 

        ◎步驟 C、領取活動相關用品及配掛選手之識別手環。 

◎步驟 D、至轉換區交驗比賽用車。(務必貼上號碼貼紙以供驗車識別) 

◎步驟 E、交車進轉換區後再出來領取晶片 

◎步驟 F、完成報到程序 

賽前準備：請參賽選手依大會規定配戴號碼布、自行車貼紙及安全帽貼紙，憑選手識別

手環至驗車區驗車後前往轉換區確認個人單車停置位置與個人裝備。 

※特別注意事項：選手於交車進轉換區後再出來領取晶片，賽事結束領車時憑晶片領車，

若晶片遺失需賠償新台幣貳仟元整。 

      ※本賽事規定參賽車種: 彎把公路車及計時車，驗車未過不得參賽。 

【活動流程】 

2022/10/08(六) 

時 間 流 程 地點 

8:00~17:00 場地佈置 高雄物產館 

14:00~17:00 選手報到及交驗比賽用車 高雄物產館 

18:00 賽事說明會 蓮潭會館 

2022/10/09(日) 

時 間 流 程 備註 

04:30~05:30 選手可進入轉換區  

05:40 選手集合  

05:40~05:55 
大會開幕、主席致詞(邀請貴賓致詞) 

競賽及安全相關說明選手熱身 
 

06:00 鳴槍開始(選手不分梯次)  

08:10 選手開始陸續抵達終點  

09:50 競賽結束  

10:30 大會結束 明年再相會  



二、選手賽前注意事項: 

(1)晶片說明： 

請參賽選手務必將晶片配戴於左腳腳踝上，若未依規定而造成無法感應之情事，請參賽者

自行負擔責任。 

(2)比賽裝備 

1.務必攜帶物品：泳鏡、自行車、安全帽、水壺(嚴禁使用保特瓶)、健保卡。 

2.活動當天不提供單車及安全帽租借服務，請參加者自行攜帶單車及安全帽參賽，若因無

裝備而導致無法參賽者，請參賽者自行負擔責任。 

3.在自行車賽段，參賽者須全程穿戴自行車安全帽，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4.選手競賽全程需穿戴晶片(左腳)、號碼布(胸前)、自行車貼(座管)及安全帽貼，未依規

定配戴者或赤裸上身者將取消資格。 

(3)其他注意事項： 

1.游泳開賽前越線或偷跑者，經大會攝影採證，完賽成績加時 3分鐘；游泳未通過指定之

轉折點將判失格。 

2.自由車競賽比照國際菁英競賽模式，繞圈時全面開放可跟車尾隨，大彎道過彎時，務必

減速慢騎，同時注意與其他選手的距離以策安全，並評估自身狀況，如有心血管或慢性

病史者自行負責，尤請特別注意請勿參賽。 

3.成績僅是一時，生命最是可貴，與同好競技是一大樂事，勿為求好心切而不當超車或加

速，反生遺憾！ 

三、賽事資訊: 

(1)競賽項目:游泳→自行車→路跑，當日賽道將進行交通管制，請參賽者注意自身安全。 

 



 

 

 



 

 

(2)為維護參賽選手安全，各賽段均設有關站時間，選手於各賽段關門時間未完成，大會各賽

段工作組組長將於登錄選手姓名後沒收計時晶片，並不得進行下一項目，亦不同意 DNF

選手再進入賽道。請各位參賽選手務必遵守! 時間如下： 

游泳賽段關站時間-06:00~06:50（限時 50分鐘）關站後不得進行下一項。 

自行車賽段關站時間-06:50~08:30（限時 1 小時 40分鐘）關站後不得進行下一項。 

路跑賽段關站時間-08:30~09:50（限時 1小時 20分鐘） 

總計完成賽事時間-06:00~09:50（限時 3小時 50分鐘） 

(3)接力組負責騎車及路跑選手在轉換區的「接力等待區」交接晶片，晶片交接後由下一棒

選手進入轉換區取車或放車，車子須放回轉換區內選手編號位置，未放妥完成時間加罰 3

分鐘。完成接棒的選手請勿在轉換區逗留。 

四、其他注意事項: 

1.保險：比賽當日大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300萬，選手承保 200萬富邦特定活動綜合

險，若個人本身疾病導致引起之病症、運動傷害、或個人體質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

狀，例如休克、心臟病、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病症，將不

在保險範圍內。再次提醒，如選手需較高之保障，請自行加保。賽事過程中如有身體

不適，請馬上停止競賽，路邊休息，切勿超出個人體況負荷繼續競賽。 

3.如有參加本活動發生意外就醫者，請務必告知大會並於當日就醫，向就診醫院索取診

斷證明書及繳費收據(收據副本即可，請務必加蓋醫院章)，大會協同後續理賠作業，



理賠後續，均由保險公司理賠單位處理，大會不再提供其他補償金或慰問金等事宜。 

4. 選手進出轉換區皆依識別手環管制，為確保選手愛車安全請依大會宣佈取車時間取

車。比賽期間大會會保護選手比賽用車，但如遭竊歉難補償，若有需要請自行投保失

竊險；取車時須憑晶片領取，如晶片遺失則須賠償 NT$2,000始得取車。 

5.賽前如遇颱風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主辦單位考量選手及參與者安全，有權宣

布取消、延期或調整賽事路線，相關比賽變更通知請密切注意。 

6.主辦單位將於賽事中進行攝、錄影，大會保有本賽事活動個人肖像運用權及對本活動

相關之規則更動、贈品、證書發放與否…等之權利與各名詞之最終解釋權，請各位活

動參加者務必遵守大會相關規定，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洽詢。 

 

 

 

 

 

 

 

 

 

 

 

 

 

 

 

Mail: sino.polar@msa.hinet.net 

敬祝 

勇奪佳績&挑戰成功 

【2022蓮池潭國際鐵人三項】活動小組敬上 

 

 

 

 

 

 

 

 



2022蓮池潭國際鐵人三項競賽 

【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參酌疾病管制署之防疫建議，

並基於保護全體與賽者的身體生命安全，參與本次賽會的人員均須配合填寫健康聲

明書。透過健康聲明書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您的識別類個人資

料(姓名)、聯絡電話、聯絡地址、社會活動及其他為防疫所需之個人資料，除上述

之防疫目的（下稱「蒐集目的」）外不另作其他用途。 

 您的個人資料，僅供主辦單位內部使用，於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

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可向本單位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

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任何人若拒絕健康聲明書填寫者，將無法參與本次賽會。如您於蒐集目的消失前

要求本所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亦同。 

 如您填寫並送交健康聲明書者，視為同意本單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

項。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2. 身分： 選手 教練或隊職員 裁判或大會工作人員 其他：______ 

3.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參賽(或工作)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近期是否有以下症狀(如有下述症狀之一，請提醒配戴口罩)： 

□發燒(≧38℃) □咳嗽 □喘 □流鼻水 □鼻塞 □喉嚨痛 

□肌肉痠痛 □頭痛 □極度疲倦感 

 

三、過去 21天是否曾出國至其他境外地區？ 

   □ 是 □ 否 

   若勾選「是」，其國家為                。 

 

四、本人參與說明會前已確認未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1.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 

2. 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3. 目前正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4. 已出現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五、最近一個月是否有無以下群聚史? □ 是  □ 否 

     若勾選「是」請回答以下 

     □ 同住家人正在：□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到期日: 月/ 日) 

     □家人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朋友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同事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六、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

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