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臺北富邦馬拉松「Cool Me Five」啦啦隊 報名簡章 

「跑最酷」的馬拉松，招募「最想酷」的你！ 

只要裝扮造型夠「酷」，將成為媒體吸睛焦點 

只要大膽創意夠「酷」，將為跑者鼓勵加速腎上腺爆發 

歡迎大家一起在賽道沿線跟跑者一起「Cool Me Five」 

共同締造感動、美好活力的回憶 

 

你有一身酷本領，正在尋找更大的舞台展現?2013 臺北富邦馬拉松「Cool Me Five」啦啦隊

招募活動火熱開跑！邀請你用最「酷」的創意，將正在流行的人、事、物，結合運動元素，

以最潮造型創造最 In 話題，國際級賽事的臺北富邦馬拉松中大秀創意！馬拉松考驗選手耐

力，啦啦隊則要發揮想像力，請展現最酷的創意，無論是扮成撫慰人心的圓仔或小鴨，發揮

萌樣；無論菜市場月霞或謝姐姐，都很辣；無論用唱的、用吼的、用拍打的，只要加油聲音

大都很酷。歡迎您一起為臺北富邦馬拉松數十萬的跑友加油！ 

 

一、 啦啦隊主題 

主題一 「專業就很酷」 

無論你是什麼樣的專業表演團體，只要把專業做到極致，可以出國比

賽，你就是最「酷」的啦啦隊。歡迎專業啦啦隊、校園啦啦隊、管樂

社、合唱團、熱舞社、樂團，展開你的肢體、放開你的喉嚨為跑者加

油。 

主題二 「爆紅就很酷」 

黃色小鴨對上黑白圓仔，萌樣誰會勝出？5S 的手機殼，那個最炫??月

霞阿姨對上謝姐姐；四爺蘭陵王對上四爺康熙誰最紅？歡迎團隊使用

只要爆紅的人事物就很酷，搭配歌曲或舞蹈更酷！ 

主題三 「熱情就很酷」 

愛表演卻沒有舞臺?有創意卻無法發揮?發揮你熱情如火的本能、展現

創意無限的可能。在寒冷的冬天裡用你的熱情熔化每位跑者。熱力四

射展現光芒，你最酷！如火紅的太陽、超人特攻隊的小傑等，發揮熱

情最很酷！ 



 

主題四 「Pose帥最酷」 

今年傳記人物再次引領風潮，李小龍打抬拳道還是會贏，貓王 Rock 打

網球姿勢最帥、而殭屍其實是跑酷高手！蒙娜麗紗的微笑和國父孫中

山的微笑，誰的「笑」力比較持久？黛安娜代表的皇室貴族，賈柏斯

代表的科技新貴...，只要 Pose 對了，運動起來就很酷。 

主題五 「想像大最酷」 

登上世界之最很酷，全世界都有你的身影也很酷，歲數大卻仍勇於挑

戰就很酷，把夢想放到最大，就很酷，如不老騎士、拔一條河的甲仙

鄉民都很酷。 

二、 報名日期 & 資格  

 即日起至 2013 年 11 月 30 日（星期六）止接受報名，每隊 8~10 人，以項目一之啦

啦隊主題進行創意發揮，並創作專屬造型與口號。 

 凡報名成功的啦啦隊隊伍，均須配合主辦單位於 12 月 15 日當天所安排的時間與加油

地點，帶動民眾加油。 

三、 報名方式 

 Email 報名：請將報名表下載寄至 hana@paixcomm.com，主旨寫上「臺北富邦馬拉松啦

啦隊報名」 

 書面報名：請下載報名表，並以書面方式寄至 11469 臺北市內湖區行善路 58 號 2 樓

之 4「臺北富邦馬拉松工作小組」收。 

 活動小組將依據您的創意、口號與造型進行評選，獲選者將個別通知。 

四、 獎項及獎勵辦法 

秀超酷參加獎 

凡「報名成功」隊伍即可獲得秀超酷獎勵金 NT$3,000。 

＊欲領取秀超酷參加獎獎金之隊伍，須經工作小組確認已取得啦啦隊之報名

資格，一旦符合資格，獎金將統一於 2014 年 1 月 10 日前通知領取。 

最上相啦啦隊 
為了讓各位的努力在賽後繼續發光發熱，凡報名成功的啦啦隊，於 2013 年

12 月 31 日前，將 12 月 15 日正式賽當天之團體照 以書面方式郵寄至 11469

臺北市內湖區行善路 58 號 2F 之 4「臺北富邦馬拉松工作小組」收，工作小



 

組將選出六組最上相啦啦隊，並頒發創意獎金：冠軍一名 NT$4,000、亞軍一

名 NT$3,000、季 軍一名 NT$2,000、佳作共三名各頒發 NT$1,500。 

五、 注意事項  

 獲得「秀超酷參加獎」及「最上相啦啦隊」之得獎者所獲獎金將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

中獎之所得應課徵 所得稅，獎項價值未達 NT$20,000 元者，雖不需代扣繳稅款，

主辦單位仍須寄發免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另若得 獎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則須繳納 20%機會中獎所得，詳細規定，請參閱財政部國稅局網站。  

 活動小組保有解釋及變更本次活動內容及時間之一切權利。  

六、  活動聯絡人 

 臺北富邦馬拉松工作小組 / 詹雯華 （02）27921289 #208 hana@paixcomm.com  

             郭柏成 （02）27921289 #202 Leo@paixcomm.com  

 

 

 

 

 

 

 

 

 

 

 



 

 

2013 臺北富邦馬拉松「Cool Me Five」啦啦隊報名表 

企業/學校/社團名稱   

啦啦隊隊名   隊員人數：共    人（含隊長）  

姓 名：  電話：  手機：  
隊長（主要聯絡人）  

Email：  

本隊組成及隊員介紹 (範例: 企業 or 學校 or 全家人) 

主題選定  

 專業就很酷 

 爆紅就很酷 

 熱情就很酷 

 Pose帥最酷 

 想像大最酷 

請描述創意主題 

 (表演內容)  

 

請描述服裝聲音道具

安排  

 

小隊口號 
（工作小組會按照您提供的口號製作加油牌，請務必提供） 

 範例：富邦富邦GO GO GO! 

想特別加油的選手  （請填寫關係、姓名）範例：全體選手 

是否參加過 
□是  參加過      年臺北富邦馬拉松啦啦隊   □否，我是第一年參加 

我參加臺北富邦馬拉松啦啦隊，因為                                   

小隊合照  

（請附上全體隊員定裝照片）  

 

 

 

 

【啦啦隊任務說明】  
 加油時間：12月15日(日)，6:00am-12:30pm。  

 啦啦隊將分布於臺北富邦馬拉松起終點（臺北市政府前廣場）及比賽沿線，各小隊位置由主辦單位指

定並以書面通知，請各小隊自行前往就定位。 

 12月15日正式賽當天請用你的熱情和活力嗨翻全場吧！讓我們熱情有勁的加油聲不絕於耳、讓振奮人

心的精采表演吸引全場目光！2013臺北富邦馬拉松就是我們最精彩的舞台！ 

 有關活動辦法及獎勵措施，本公司保留變更及解釋之權利。 

 



 

 

 
＊平實行銷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料告知書 

平實行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落實個人資料之保護，茲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稱個

資法）第 8條規定告知下列事項： 
1. 蒐集目的及方式：                                                 

為執行臺北富邦馬拉松招募活動之需要，本公司向您蒐集之個人資料，蒐集方式將透過填寫

報名表方式進行個人資料之蒐集。 
2. 本公司本次向您蒐集資料類別：姓名、電話、手機、email。 
3. 利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本公司將於活動舉辦期間運用保存您的個人資料 
(2)地區：本公司所在地區 
(3)利用對象：本公司 
(4)利用方式：書面或電子 

4.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可來電 02-27921289 分機 208 行使相關權利（如查詢或請求

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請求刪除個人

資料），本公司得依個資法第 14 條或個資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

或請您為適當之釋明。 
5. 若您不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料，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活動，或影響本公司寄

送獎品(金)之權益。 

本人 □同意、□不同意(請擇一勾選)提供本人個人資料予 貴公司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

蒐集、處理及利用。 

 

本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1. 本人同意將上述所著著作（下稱：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自即日起讓與富邦人壽，富邦人壽有權

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

作、出租、散布、發行、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等一切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利。 
2. 本著作權利讓與後，富邦人壽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飾、增、刪並得省略姓名表示。 
3. 本人聲明並保證本著作確為本人獨立所為之創作，內容無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肖像權或

其他權利之情事。 
4. 富邦人壽不另致酬，本人絕無異議，特立此同意書。謹此聲明。 
 
  此 致 
富邦人壽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及法定代理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0 歲以下未成年人併請法定代理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