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4.20 修正版

交通部觀光局
2022 多元自行車路線《Go Bike TAIWAN 玩騎認證》活動辦法
壹、活動目的：
為提升全臺自行車道騎乘率，推廣「16 條多元自行車路線暨六大路線
型態」，舉辦 2022 多元自行車路線《Go Bike TAIWAN 玩騎認證》活動，邀
請民眾一起玩騎全臺，完成指定條件即可獲得交通部觀光局官方榮譽勳章
及抽獎機會。
貳、 指導單位：交通部
參、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肆、 承辦單位：民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伍、 協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陸、 活動辦法：
一、玩騎日期：2022 年 1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
二、玩騎地點及路線：16 條多元自行車路線，可自行選擇合適安全的
路線騎乘。
【濱海型】
1. 北海岸路線
2. 黃金山海線
3. 東海岸路線
4. 雲嘉南濱海線-台江
【河岸型】
5. 宜蘭濱海蘭陽平原線
6. 大鵬灣路線
【田園型】
7. 雲嘉南濱海線-嘉義糖鐵、夕鹽段
8. 菱波官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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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花東縱谷-田園風光線
10.卦山三鐵線
【環山型】
11. 洄瀾漫波線
12. 花東縱谷－森林溫泉線
13. 獅頭山路線
14. 日月潭路線
【山岳型】
15. 茂林-高雄山城線
【離島型】
16. 澎湖菊島線
三、參加資格：不限，但參加者需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可紀錄移動路徑
APP 者，或透過智慧穿戴裝置將移動路徑紀錄上傳至智慧型手機者。
四、玩騎方式：
1. 無需報名，自主完成觀光局公布之六大型態 16 條多元自行車
路線。
2. 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環騎圓夢 APP 或其他可記錄騎乘路徑的
APP 軟體（如：Relive），紀錄自行車騎乘軌跡。
3. 將騎乘軌跡上傳至個人臉書或 Instagram，標記「#交通部觀光
局玩騎認證」、「#一騎踏出去」並設定公開分享。
4. 至該路線指定的國家風景區旅遊服務中心，經由服務人員確認
達成以下條件，即可獲得該路線的「限量專屬紀念認證勳章」
乙份。
 玩騎勳章解鎖領取指定條件：
 路線騎乘軌跡圖：民眾現場開啟記錄騎乘軌跡 APP 展
示給指定遊客中心人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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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景點合影照片：人、自行車、景共同入鏡。
 將「軌跡圖截圖」及「指定景點合影照片」上傳至個人
臉書或 Instagram，標記「#交通部觀光局玩騎認證」、
「#一騎踏出去」並設定公開分享。
 經遊客中心人員確認完成以上條件者，將獲得 1 組勳
章兌換序號(每人每條路線限 1 組序號)，再至指定雲
端連結填寫兌換序號及個人資料，並上傳相關圖片，即
可兌換認證勳章 1 枚。
※因勳章外觀屬特殊設計，需花費較多製作期程，兌換
領取將視實際情況由遊客中心發送或以郵寄方式，因
此經審核通過符合者，須至指定雲端連結留下個人資
料（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通訊地址…等），若資
料不足視為放棄。
5. 勳章數量有限（每條路線為 200 枚），送完為止，每人每條路
線限領一份。
五、玩騎獎勵：
✪限量專屬紀念認證勳章
→完成騎乘每條多元自行車路線並完成活動指定條件，即可獲得
交通部觀光局官方限量認證勳章。
✪全臺六大型態玩騎獎
→完成騎乘 16 條多元自行車路線，並蒐集整套（16 個）交通部觀
光局官方限量專屬紀念認證勳章，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將可獲贈
精美臺灣拼圖裱框且可參加好禮抽獎。於 2022 年 5 月 28 日《世界
自行車日—全民環騎》活動當日，接受頒獎及表揚。（日期為暫定
規劃）
六、 玩騎抽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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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1 名：現金 3 萬元/1 名
→活動期間，完成 16 條多元自行車路線者，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
即可參加抽獎。除了可以獲贈精美臺灣拼圖裱框之外，更可以有機
會獲得現金新臺幣參萬元整。
♛貳獎 1 名：現金 1 萬 5 仟元/1 名
→活動期間，只要完成任何多元自行車路線其中 8 條且完成騎乘
其中三大型態，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現
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如參加者符合頭獎抽獎資格，則不行再
另行參加貳獎抽獎）
♛參獎 2 名：知名品牌高級自行車款/2 台
→活動期間，只要完成任何多元自行車路線其中 6 條，經主辦單
位審核通過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知名品牌高級自行車款。
♛肆獎 5 名：迪卡儂 2,000 元禮物卡/5 名
→活動期間，只要完成任何多元自行車路線其中 4 條，經主辦單
位審核通過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迪卡儂禮物卡（卡面價值新
臺幣貳仟元整）。
※其餘獎項將由交通部觀光局再額外提供之。
七、 抽獎規範：
1. 本活動得獎名單公告訂於：2022 年 5 月 28 日前（暫定），公
布於「臺灣自行車旅遊節」官方臉書粉絲團，若得獎者未於規
定時間內回覆信函，視同得獎者自動放棄權利。
2. 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
獎獎金或付超過新臺幣 1,000 元，需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故舉凡中獎金額或獎項年度累計總額超過 NT$1,000 元整，主
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中獎者，屆時
中獎人可憑扣繳憑單之扣繳稅額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中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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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獎項價值超過 NT$20,001，依法應扣繳 10％稅金（非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扣繳 20％稅金）；如果得獎人不願
給付得獎商品之稅額，則視為得獎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3. 參與活動者須遵守活動規範，每人僅可使用單一帳號參加本次
活動，且每人每地址限獲獎一次，中獎人不得要求更換獎項或
兌換現金，亦不得將中獎資格讓與他人，違反前述規定之中獎
人，或發現中獎人資格不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與中獎
資格。
4. 主辦單位有權解釋各活動參加者之活動參與行為及中獎情形
是否涉嫌，例:人為操作、蓄意偽造、透過任何電腦程式參與
活動、詐欺或以任何其他不正當的方式意圖以進行不實或虛
偽活動參與行為，活動參與者因上述情形所獲得之活動資格
或獎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得獎資格的權利，並保留法律追
訴權。若有違反常理或涉嫌不法之異常狀況者、或資料不實
或不正確，主辦單位保留變更、終止活動及審核參加者參加
活動資格之權利。
5. 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得獎贈品內容變更，主
辦單位有權變更得獎贈品，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
6. 得獎名單公布後，得獎者務必於指定日期前（逾時不候），
至本粉絲團私訊回覆收件資訊：收件人姓名、郵遞區號、地
址、電話，若因個人等因素未在期限內完成資料回覆，或資
料有錯誤或缺漏之情形，導致贈品無法寄達，視同放棄得獎
資格，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補償責任，獎品由主辦單位全權處
理，中獎者不得異議。
7. 個資蒐集聲明事項：因辦理本活動，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
識別類（姓名、帳號、聯絡電話、地址）個人資料時，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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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並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
 個人資料原則上僅會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供
主辦單位做為辦理本活動之處理或利用，相關資料保存
期限為自活動參與日至活動結束後 3 個月。
 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提供的個人資料向「臺灣自
行車旅遊節」粉絲團請求行使下列權利：(1) 查詢或請
求閱覽。(2) 請求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 請求刪除。
 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
或提供不完全時，主辦單位將無法進行必要之處理作
業，致無法參加本活動。
 當參加本活動並提供個人資料時，即視為已瞭解上述相
關內容，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
料。
8. 活動注意事項載明於本份活動文件中，參加者參加本活動即
視同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事項規範，如有違反本活動
注意事項及政府法令之行為，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
資格，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法律上相關權利。
9. 本活動如因不可抗拒因素而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取
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如有任何變更將公布於「臺
灣自行車旅遊節」粉絲團，恕不另行通知。
10.除上述注意事項外，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
位相關規定解釋辦理，主辦單位保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之
權利。
八、玩騎須知：
1. 本參加者係依自由意思，自主決定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所舉辦之
2022 多元自行車路線《Go Bike TAIWAN 玩騎認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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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騎乘於下坡路段，請務必減速並禁止超車，以策安全。
3. 道路路面白線，遇雨濕滑時可能導致騎乘危險，請勿騎乘於白
線上，以策安全。
4. 自行車挑戰請視個人實力與健康狀況參與，有不適時請至路邊
安全地點休息，切勿超出 個人身體負荷。
5. 騎乘之自行車需有完整煞車系統。
6. 參加者於活動全程中均需正確配戴自行車專用安全帽。
7. 參加者請務必自備內胎及簡易維修工具，以備破胎汰換與故障
排除。
8. 參加者務必於自行車上安裝「前車燈與後燈」，以通過隧道、
濃霧等視線不良之路段。
9. 參加者於活動前，請務必詳實檢查自行車零件組裝及胎壓狀況，
將自行車保持最佳狀況，以維安全。
10. 參加者務必遵守交通規則與號誌，騎乘於右側車道或靠邊騎乘，
不可逆向。自行車於交通法規中被視為機慢車，故若未遵守交
通號誌以及交通規則，發生意外事故或被主 管單位開立罰單，
由參加者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11. 本活動某些路線有一定難度，參加者應自行注意身體健康情況
並衡酌參加挑戰活動可 能產生之風險。如有高血壓、心血管
疾病、心臟病、糖尿病、癲癇症、氣喘等狀況、或 有其他疾
病而不適合激烈運動者，不得參加本挑戰、活動（請參加者自
行判斷是否有上開症狀，如有上開症狀仍執意參賽，對於其因
此所生之事故，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2. 參加者於挑戰活動期間發生跌倒或碰撞等事故在所難免，主辦
單位對於該等事故不負任何保險承擔以外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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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本活動因遇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
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14. 請參加者發揮自行車友愛護環境的風範—愛山樂水、絕對不亂
丟垃圾。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變更，得隨時修正之。
15. 本活動最新訊息將隨時公告於「臺灣自行車旅遊節」官方臉書
粉絲團。
九、 認證路線圖（須完成下圖紅色路線之軌跡圖）

【濱海型】北海岸路線

【濱海型】黃金山海線

【濱海型】東海岸路線

備註：因應國聖港燈塔周邊施工，該環線暫不
宜騎乘，本路段軌跡以騎乘台 17 線替代之（如
藍線所示），其餘路段則維持原軌跡。
【濱海型】雲嘉南濱海線-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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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型】宜蘭濱海蘭陽平原線

【河岸型】大鵬灣路線

【田園型】雲嘉南濱海線-嘉義糖鐵.夕鹽段

【田園型】菱波官田線

【田園型】花東縱谷-田園風光線

【田園型】卦山三鐵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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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山型】洄瀾漫波線

【環山型】花東縱谷-森林溫泉線

【環山型】獅頭山路線

【環山型】日月潭路線

【山岳型】茂林-高雄山城線

【離島型】澎湖菊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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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各路線指定合照景點
序號

路線

指定合照點

1

北海岸路線

芝蘭公園海上觀景平台

2

黃金山海線

三貂角燈塔

3

東海岸路線

三仙台八拱橋

4

雲嘉南濱海線-台江

台江紅樹林

5

宜蘭濱海蘭陽平原線

壯圍沙丘

6

大鵬灣路線

濱灣之心

7

雲嘉南濱海線-嘉義糖鐵、夕鹽段

水晶教堂

8

菱波官田線

官田遊客中心

9

花東縱谷-田園風光線

池上車站

10

卦山三鐵線

二八水水公園

11

洄瀾漫波線

新城車站

12

花東縱谷-森林溫泉線

玉富自行車道

13

獅頭山路線

東村宿舍

14

日月潭路線

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

15

茂林-高雄山城線

新威森林公園

16

澎湖菊島線

風櫃洞

備註：部分景點管制自行車進入，可以遠景合照代替。

十一、 各路線指定確認資訊之遊客中心
序
號

路線

遊客中心

地址

開放時間

白沙灣遊客中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

9：00-17：00
33 之 6 號
北海岸路 心
1
線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8:00-17:00(僅除夕 1/31
野柳遊客中心
167-1 號
休館)
2

黃金山海
福隆遊客中心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 38 號
線

9:00-17:00

3

東海岸路
都歷遊客中心 台東縣成功鎮新村路 25 號
線

08:30-17:00(僅除夕 1/31
閉館)

雲嘉南濱
臺南市七股區塩埕里塩埕
4 海線-台 七股遊客中心
102-8 號
江
宜蘭濱海
壯圍沙丘旅遊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
5 蘭陽平原
服務園區
196 巷 18 號
線
11

9:00-17:30(僅除夕 1/31
休館)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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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6

路線

遊客中心

地址

開放時間

大鵬灣路 大鵬灣遊客中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路 169 號 09:00-17:00
線
心

雲嘉南濱
海線-嘉
9:00-17:30(僅除夕 1/31
北門遊客中心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 200 號
7
義糖鐵、
休館)
夕鹽段
8

菱波官田
線

官田遊客中心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 12 鄰

09:00-17:00(僅除夕 1/31

福田路 99 號

閉館)

花東縱谷
臺東縣關山鎮昌林路 24 之 1
08:00-17:00
9 -田園風 關山米國學校
號
光線
10

卦山三鐵 松柏嶺遊客中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
線
心
181 號

11

洄瀾漫波 鯉魚潭遊客中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環潭北
08:30-17:30
線
心
路 100 號
花東縱谷

秀姑巒溪遊客 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三段
12 -森林溫
中心
215 號
泉線

08:30-17:30

08:30-17:00(僅除夕 1/31
閉館)

13

獅頭山路
南庄遊客中心 苗栗縣南庄鄉大同路 43 號
線

14

日月潭路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向山遊客中心
09:00-17:00
線
599 號

15

茂林-高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里新威
171 號

08:30-17:30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 66 號

08:30-17:00（每週二休
館）

南海遊客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新營路 25 號

09:00-17:00(僅初一 2/1
閉館)

新威遊客中心

雄山城線 十八羅漢山服
務區

16

08:30-17:30

澎湖菊島
線
西嶼西臺遊客 澎湖縣西嶼鄉 8811 鄰 1 之
中心
15 號

09:00-17:00(僅除夕 1/31
閉館)

十二、 活動聯繫方式：
 如有疑問敬請洽交通部觀光局（02-23491500 分機 8334 邱小姐）或
E-mail：gobiketaiwan1225@gmail.com
 詳細活動資訊及路線介紹請上臺灣自行車旅遊網查詢
https://taiwanbike.taiwan.net.tw/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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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行車旅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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