參加新南向國家大學生臺灣自行車道巡禮遴選辦法
一、目的：本計畫之實施係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之推動，邀請就讀我國大專院校
之新南向國家學生參與特色自行車道騎乘，除能增進本國與國外大專學生之
互動、合作、勇於挑戰的特質及友好關係，亦能行銷臺灣自行車道及自行車
休閒運動產業，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進而養成學生對於這片土地之珍惜與
使命感，並推廣臺灣多元文化及國民外交。
二、名額：
各梯次新南向國家學生正選 14 名；備選 4 名。共計正選 42 位;備選 12 位。
三、活動梯次：
第一梯: 109 年 08 月 21 日(五)至 08 月 26 日(三)，共計 6 天。
第二梯: 109 年 08 月 28 日(五)至 09 月 02 日(三)，共計 6 天。
第三梯: 109 年 09 月 04 日(五)至 09 月 09 日(三)，共計 6 天。
四、參加資格：
1.須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之會員學校，並具在學或交換資格之學生，
且具備新南向國家之國籍。
2.具有自行車騎乘經驗。
3.身體健康狀況良好，自認能完成自行車活動行程。
4.須由就讀學校體育系(室)或課外活組推薦。
五、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止，以學校發文日為憑，
逾時恕不予受理報名。
六、遴選方式：
1.由各會員學校依據推薦表辦理新南向國家國籍之學生，並由體育系(室)或課
外活動組將相關資料函文至大專體總辦理報名手續。
2.由大專體總自報名參加學生中，依據參加資格遴選及學校推薦等綜合考量後
產生；若無符合資格之學生參加時，則由本會遴選優秀學生參加。
3.如遇正選自行放棄參加資格時，其缺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原放棄資格者不
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救措施。
七、附則：
1.入選者如於活動前受傷，應立即向本會報備，如刻意隱瞞造成無法完成本項
活動，則函請推薦學校進行懲處事宜。
2.參加學生必須填妥保證書，並交由大專體總審核無誤後始可參加本項活動。
3.活動完成後須撰寫心得分享，最少 2,000 字及包含 10 張照片(含照片說明
及原始檔)，並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以電子檔形式繳交。
八、本辦法經報經教育部體育署審核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活動行程規劃表
＊以下行程為草案，將視實際騎乘裝況調整。
(一)北臺灣自行車道巡禮 109 年 8 月 21 日(五)至 8 月 26 日(三)，共計 6 天。
日期
地點/時間
內容
備註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18:00-21:00

飯店報到
辦理入住
試車及試騎
歡迎晚宴暨行前說明會

08:00-08:30
09:00-09:40
09:40-10:00
10:40
10:40-11:40
12:00-13:00
13:00-14:30
15:00-16:30
16:30-17:40

早餐時間
遊覽車上說明本日騎程
熱身運動及調整單車
啟程(大佳河濱公園啟程)
騎行至八里十三行博物館
午餐(淡水阿給)
淡江中學參訪
淺水灣騎行至富貴角燈塔(參訪)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晚餐):基隆卡達飯店

109.08.23

08:00-08:30
08:30-09:00
09:00
12:00
13:00-16:00
17:00-21:0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開始騎乘(北海岸)
午餐(福隆便當) (隧道口用餐)
舊草嶺自行車道騎乘
住宿:宜蘭友愛大飯店

109.08.24

08:00-08:30
08:30-09:00
09:00
12:00
13:00-16:00
17:00-21:0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梅花湖自行車道騎乘
午餐(香草菲菲花園)
開始騎乘(冬山河或安農溪自行車道)
住宿(晚餐):宜蘭礁溪飯店(溫泉)

109.08.25

07:00-07:30
08:00-08:30
08:30-09:30
09:30-10:30
10:40
12:00
13:00-15:00
15:00-16:00
17:00-21:00

早餐時間
搭車前往坪林國小
單車交通安全宣導暨交流
北勢溪自行車道騎乘
搭車前往新竹 17 公里海岸線
午餐
新竹 17 公里海岸線騎乘
好望角
住宿:新竹飯店

109.08.26

08:00-08:30
08:30-12:00
12:00-13:00
14:00

早餐
文化及校園參訪
午宴
解散

109.08.21

109.08.22

住宿:新莊翰品酒店
歡迎晚宴:新莊品豪味餐廳

(二)中臺灣自行車道巡禮 109 年 8 月 28 日(五)至 9 月 2 日(三)，共計 6 天。
日期
地點/時間
內容
備註
109.08.28

109.08.29

109.08.3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18:00-21:00

飯店報到
辦理入住
試車及試騎
歡迎晚宴暨行前說明會

住宿:台中伴畔旅店
歡迎晚宴:

08:00-08:30
09:00-10:00
10:00-10:30
10:30-12:00
12:00-13:30
13:30-15:30
15:30-16:30

早餐時間
遊覽車上說明本日騎程
熱身運動及調整單車
高美濕地自行車道(10 公里)
午餐
五福圳自行車道(約 14 公里)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鹿港永樂酒店

午餐:高美脆皮手扒雞
晚餐:鹿港小吃

08:00-08:30
09:00-09:40
09:40-10:00
10:00-12:00
12:00-13:00
13:00-16:00
16:00-17:00
17:00-17:30

109.08.31

109.09.01

109.09.02

早餐時間
遊覽車上說明本日騎程
熱身運動及調整單車
后豐自行車道(18 公里)
午餐
彰化師範大學參訪(進德校區)
(水上安全教育)
八卦山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鹿港永樂酒店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10:00-12:00
12:00
13:00-16:30
16:30-17:0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台灣玻璃館
搭車前往日月潭
午餐
日月潭自行車道(29 公里)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埔里阿波羅飯店

08:00-08:30
08:30-09:00
09:00-10:00
10:50-12:00
12:00-13:30
14:30-17:00
17:00-17:3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埔里小鎮騎乘
集集環鎮自行車道騎乘(5 公里)
午餐
潭雅神自行車道(14 公里)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台中伴畔旅店

08:00-08:30
08:30-12:00
12:00-13:00
14:00

早餐
文化及校園參訪
午宴
解散

午餐:麓司岸餐廳
晚餐:尚青活海鮮

午餐:八張牛肉麵
晚餐:香蕉新樂園

(三)南臺灣自行車道巡禮 109 年 9 月 4 日(五)至 9 月 9 日(三)，共計 6 天。
日期
地點/時間
內容
備註
109.09.04

109.09.05

109.09.06

109.09.07

109.09.08

109.09.09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18:00-21:00

飯店報到
辦理入住
試車及試騎
歡迎晚宴暨行前說明會

住宿:嘉義鈺通飯店
歡迎晚宴:嘉義鈺通飯店

08:00-08:30
09:00-10:00
10:00-10:30
10:30-12:00
12:00-13:30
13:30-15:30
15:30-16:30

早餐時間
遊覽車上說明本日騎程
熱身運動及調整單車
頂庄自行車道
午餐
朴子溪自行車道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嘉義鈺通飯店

午餐:嘉義雞肉飯
晚餐:嘉義鈺通飯店

08:00-08:30
09:00-09:40
09:40-10:00
10:00-12:00
12:00-13:00
13:00-16:00
16:00-17:00

早餐時間
遊覽車上說明本日騎程
熱身運動及調整單車
新營糖鐵自行車道
午餐
井仔腳自行車道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 臺南 F HOTEL

08:00-08:30
08:30-09:00
09:00-12:00
12:00
13:00-16:30
17:00-17:3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阿公店水庫自行車道
午餐
愛河連接蓮潭池自行車道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高雄商旅

午餐:水庫魚餐廳
晚餐:高雄商旅餐廳

08:00-08:30
08:30-09:00
09:00-12:00
12:00-13:30
14:30-17:00
17:00-17:30

早餐時間
說明本日騎程及熱身運動
美濃單車漫遊
午餐(與偏鄉孩童用餐及交通宣導)
愛河之心自行車道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高雄商旅

午餐:當地特色餐點
晚餐:高雄商旅餐廳

08:00-08:30
08:30-12:00
12:00-13:00
14:00

早餐
文化及校園參訪
午宴
解散

午餐:鐵路便當
晚餐:阿國鵝肉餐廳

「新南向國家大學生臺灣自行車道巡禮」-推薦表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護照號碼)
就讀學校及科系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H)
(M)

國

籍

資格狀況

飲食

□葷 □素 食
其他__________

1. □是 □否 具單車騎乘經驗
2. □是 □否 身心狀況良好且能完成此活動
※若具備相關資格證明可檢附備查。

參加梯次

□第一梯: 109 年 08 月 21 日(五)至 08 月 26 日(三)，共計 6 天。
□第二梯: 109 年 08 月 28 日(五)至 09 月 02 日(三)，共計 6 天。
□第三梯: 109 年 09 月 04 日(五)至 09 月 09 日(三)，共計 6 天。

推薦人
（單位主管）

班導師姓名

聯絡電話

特殊事蹟

自傳
（300 字以內）

(學校體育系(室)或課外活動組戳章)

保

證

書

本人
於參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舉辦
之新南向國家大學生臺灣自行車道巡禮單車活動，願接受活
動所規定如下：
一、保證遵守在活動期間接受輔導老師及工作人員指導，
並遵守團體紀律，如因個人不遵守規定而發生事故，
願由本人負責。
二、保證活動期間不對工作人員施以辱罵、暴力等違反運
動精神之舉動。
三、保證全程參與本次活動之行程。
如有違反以上之規定，本人同意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函文告知學校違反活動規定之情事，特立保證書為憑。

此致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學

中華民國

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