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美利達潭子旗艦店暨寶熊漁具週年慶單車逍遙遊 活動簡章 

減碳、抗暖、愛地球 

一、台中縣堪稱全台灣各縣市中、縣內自行車車道規劃最完整、最齊全的縣市之一，在縣政府的大

力推動下，台中縣已成為車友心目中最受歡迎的縣市之一，不論是后豐鐵馬道、東豐綠園道再

者潭雅神綠園道都是民眾晨昏或假日騎乘自行車休閒運動的好去處。近年來，隨著週休二日的

生活型態，一般人更懂得享受生活；除了享受生活更重視健康，同時隨著全球暖化議題不斷的

發酵之外，現今地球環保議題也深受各界的關切！此次活動特與寶熊漁具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在美利達潭子旗艦店與寶熊漁具週年慶期間亦期許透過這場首次單車+釣魚活動的舉辦，除了

提醒民眾常保運動的習慣、享受生活外，也為地球盡一份心力，一起減碳、抗暖化、愛地球。  

二、主辦單位：歐盛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熊漁具股份有限公司 

三、贊助單位：美利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承辦單位：野爵客英業有限公司 

五、協辦單位：台中縣交通旅遊局、台中縣警察局、潭子鄉公所、潭子鄉鄉民代表會、潭子鄉體育

會-潭仔墘鐵馬委員會、潭子鄉衛生所、潭北派出所、嘉仁村守望相助隊、東寶村

守望相助隊、大富村守望相助隊、潭子鄉清潔隊、清泉醫院、潭子鄉觀光發展協會、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米諾克國際釣具股份有限公司、國際 Les Mills 公司、期美

科技公司 

六、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21 日(星期日)  

七、活動集合出發時間 / 地點：上午 7：30~8：00 前，在美利達潭子旗艦店前廣場集合完畢  

 (地址：427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路三段 11 號)。  

八、單車逍遙遊活動路線：  

親子路線：由美利達潭子旗艦店出發 潭雅神自行車道 神岡車站 戰車公園後折返 

 (全程約 23 km) 

 

九、活動流程： 
07：00 ~ 07：30 車友報到、兌換礦泉水 
07：30 ~ 08：00 開幕典禮、暖身活動、貴賓致詞 
08：00 ~ 09：30 單車逍遙遊集合出發 
09：30 ~ 11：10 現場趣味活動、摸彩等餘興節目單車飛輪表

演、一元競標秀 
11：30 活動結束 

十、報名方式 & 超值回饋： 
※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2 月 11 日(星期四)為止(活動前十天)，洽中部地區美利達經銷店報名 

※ 服務專線：04-25339498 歐盛達潭子旗艦店 (地址：427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路三段 11 號)  



※ 下載活動簡章&報名表：歐盛達網站(www.ostars.com)、野爵客網站(www.wildduke.com)  

※ 超值紀念品&回饋： T 恤排汗衫(市價 700 元)、高級竹碳襪(市價 200 元) 、西點餐盒、礦泉

水、摸彩券、團體公共意外責任險等回饋! 

※ 紀念品&回饋代辦費：300 元     報名截止日期：12 月 11 日 (限額報名，額滿為止)  
※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 報名繳費後, 活動之前兩週內恕難受理退費, 但繳費後一律會發給活動紀念品!  

※ 紀念品&回饋發放方式：報名繳費後, 於活動前 1 週向原報名地點領取 

※ 請自備單車、安全帽、手套  

 

 

 

 

十三、保險說明： 此活動為報名參加者投保 100 萬個人險, 保險範圍含蓋本單車活動所經路線 

十四、本活動如有任何變更或補充事項, 將隨時公佈於野爵客網站 www.wildduke.com 

 

 

 

 

 

 

 

 

 

 

 

十五、各地區報名點及聯絡人 

車隊名稱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聯絡人

歐盛達潭子旗艦店 427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路三段 11 號 04-25339498 黃世鑫

歐盛達彰化旗艦店 500 彰化市金馬路 3 段 259 號 04-7233998 陳威江

隆泰車隊 403 台中市民權路 282 號 04-23023269 楊鴻洲

大台中 45。 412 台中縣大里市大明路 358 號 04-24062414 陳明傑

星暘單車生活館 428 台中縣大雅鄉中清路 237-6 號 04-25652889 廖吉成

久大車隊 427 台中縣潭子鄉仁愛路 2 段 60 號 04-25360648 林建明

無限青商鐵馬聯誼會 500 彰化市中山路二段 479 號 04-7222881 姚老闆

美利達聯合登山車俱樂部 500 彰化市四維路 53 號 04-7628047 吳炳榮

高山青登山車協會 500 彰化市華山路 216 號 04-7228563 賴丁財

-- 安全須知 -- 

※ 騎單車請配帶單車安全帽，以及具防護效果的單車手套 

※ 單車逍遙遊不是競賽，安全第一，切勿爭先恐後 

※ 務必自行確保所騎單車的車況與品質無虞，特別是煞車系統! 

─ 特別聲明 ─ 

報名參加此活動者，請務必詳閱本活動簡章內容，並同意大會之一切安排，如有心血管等

疾病或其它任何身心不適應症者，請經專業醫師診斷許可才參加本活動。主辦單位將盡全

力於維護本活動的順暢與安全，並為報名者辦理保險，惟倘若於活動過程發生任何意外事

故，除保險受理範圍之外，其後果仍須由參加者自行負責。 

─ 活動切結 ─ 

所有工作人員與報名參加本活動者，均為志願參加，倘若活動過程中，個人發生任何意外

事故，一切損失與後果將由個人完全自行負責，而且與大會無關，並放棄申訴抗辦權。 



高山青登山車協會 500 彰化市中正路一段 538 號 04-7222437 吳銘圭

千里達車隊 500 彰化市彰南路一段 100 巷 2 號 04-7380111 李豐永

聖大車隊 500 彰化市彰南路二段 218 號 047-372728 陳維德

鹿津鐵騎聯誼會 505 彰化縣鹿港鎮復興路 586 號 04-7774762 黃長銜

福鹿鐵騎休閒協會 506 福興鄉福興村沿海路 5 段 99 號 04-7760109 鄧金龍

百果山單車協會 510 彰化縣員林鎮大同路一段 171 號 04-8345276 黃德裕

二輪單車協會 510 彰化縣員林鎮中正路 473 巷 12 號 04-8320783 賴煌桂

八八車友聯誼會 511 彰化縣社頭鄉山腳路 2 段 566 號 0937-734238 翁銓一

員動力單車協會 510 彰化縣員林鎮員集路二段 244 巷 20 號 04-8358555 王勝坪

全家福車隊 511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路 298 號 04-8739001 文添進

安麗達車隊 511 彰化縣社頭鄉廣福村社石路 888 號 04-8736652 劉榮富

熱情車隊 514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路 18 號 04-8817882 曾森永

永靖自行車協會 512 彰化縣永靖鄉瑚璉路 215 號 04-8245783 王耀萱

螢火蟲鐵騎隊 514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路四段 622 號 04-8853306 巫慶 
龍虎車隊 520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路二段 216 號 04-8750324 劉文杰

建雄車隊 525 彰化縣竹塘鄉中興街 45 號 04-8972280 詹宏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