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募　集　概　要

以 2016 年度日本田徑連盟比賽規則和本大會比賽注意事項為依據。

■路線
(1) 馬拉松

路線起點是北九州市政府前，終點是北九州國際會議場前。

（日本田徑連盟公認路線和 AIMS 公認路線）

(2) 二人接力馬拉松

和馬拉松的路線相同，以西日本綜合展覽場附近為中繼點。

(3) 開心跑步

以北九州國際會議場入口十字路口附近為起點和終點的路線。

※ 起點位置有時會受到道路工程的影響而變更。

■項目、定員、限制時間、參加費

項          目 定    員 限制時間 參賽費

馬拉松
（42.195 公里）

登記部分
一般部分

10,500 人
※1  ※2 6 小時

※5
※6
※7

10,000 日圓

二人接力馬拉松 ※2
（起跑人  約 20.2 公里、

接力人  約 22.0 公里）

150 組
300 人

※2
兩個人一組
18,000 日圓

開心跑步
（3 公里或 5 公里）

※4

小學生
初中生 1,000 人

45 分鐘
※5
※8

1,000 日圓

高中生以上 3,000 日圓

※1  含北九州市民配額的 2,000 人和比賽運動員配額 500 人。
※2  含體育運動振興參賽人配額 300 人（組）。
※3  由兩個人構成一組，以遞交布條方式，接力賽跑 42.195 公里。
※4  開心跑步設有 3 公里和 5 公里的路線，可在比賽當天選擇喜愛的路線。至於小

學生，考慮到對身體的影響，路線定為 3 公里。
    不測量記錄、不進行表揚。

※5  限制時間以號炮為標準。
※6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由於交通、警衛、比賽運營上的關係，將設關口封閉時

間。除了關口以外，如果時間太晚，有時會被要求停止參賽。停止參賽時，請
聽從工作人員的指示上收容車。關口地點和封閉時間（預定）如下。

關口 地          點 距  離 閉門時間

3km 關口 到津之森公園前 3.1km   9:40

8km 關口 生命之旅博物館前 7.5km 10:15

11km 關口 牧山十字路口 11.3km 10:46

15km 關口 真颯館高中下 15.3km 11:20

20km 關口 小倉站（新幹線出入口）十字路 20.1km 12:00

25km 關口 門司站前北十字路口 25.3km 12:40

29km 關口 海旁廣場前 28.7km 13:08

32km 關口 西海岸停車場前 32.1km 13:36

37km 關口 門司站前北十字路口 37.1km 14:16

40km 關口 赤坂海岸十字路口 39.8km 14:39

※7  二人接力馬拉松的起跑人停止競技時，該組的接力人在 12 點 00 分鐘從中繼站

一起起跑。這時不算跑完全程。

※8  參加開心跑步的人在起跑後 45 分鐘後將失去資格，這時請到步行道上。

■參加資格

(1) 馬拉松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出生的人。
①登記部分  2016 年度日本田徑連盟登記運動員
②一般部分  日本田徑連盟未登記人士等
包括本大會推薦的國內、國外運動員在內，①②必須是在 5 小時 50 分鐘以內跑
完全程的男女。

(2) 二人接力馬拉松
要在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出生，由二人構成一組，在 5 小時 50 分鐘以內跑完全
程的男女。男女的組合自由，但是不可登記候補選手。

(3) 開心跑步
必須是小學生以上，能在 45 分鐘內跑完 3 公里或 5 公里的男女。
所有 (1) ～ (3) 的參賽人，①如屬於殘疾人士，單獨跑步有困難時，最多可登記兩
名陪跑。（但是同時陪跑的只是一人。）登記方法等的詳細內容，只對在登記時希
望有陪跑的人，約在 1 月發出通知。盲導犬不可陪跑。②不可坐輪椅參加比賽。

■參賽獎等
(1)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

參賽獎／ T 恤    參加比賽的人／毛巾
跑完全程的選手／獎牌、跑完全程記錄證（日後寄呈）
※ 參加二人接力馬拉松的選手將獲贈大會上使用過的布條。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參賽獎 T 恤尺寸的參考

尺寸 XS S M L XL 2XL

身高（大約） 160cm 165cm 170cm 175cm 180cm 185cm

胸圍（大約） 84cm 88cm 92cm 96cm 100cm 104cm

※ 報名時如果沒有填寫 T 恤號碼，女選手將定為 S，男選手將定為 M。
(2) 開心跑步

參加比賽的人／毛巾
跑完全程的人／跑完全程證（沒有記錄的記載）

■頒獎
(1) 綜合馬拉松 ：對男女第 1 名～第 8 名頒獎。

(2) 不同歲數馬拉松 ：對各年齡層（24 歲以下、25 歲以上到 29 歲、相同地每隔 5 歲
進行分層，一直至 75 歲以上）的男女的第 1 名～第 3 名頒獎。

(3) 二人接力馬拉松 ：對各組合的類別（男士組合、婦女組合、男女組合）的第 1 名

～第 3 名頒獎。

※ 對 (2) 和 (3) 不舉行頒獎儀式，日後寄呈獎狀。

※ 開心跑步不頒獎。

■起跑點的排隊
為了安全、順利地進行起跑，馬拉松不論在日本田徑協會上有無登記，將根據報名
時的申報比賽時間設定起跑時的等候區。
由於在安全上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請不要申報與實際賽跑能力嚴重失實的時間。
沒有填寫比賽時間的人將在最後起跑區起跑。
二人接力馬拉松將全部在規定的地點起跑。

■化裝 
參加登記部分的選手請穿著選手適宜穿著的服裝參加。
登記部分以外的參賽人不可穿著令其他選手或支援人不愉快的服裝，或會帶來危險
的服裝，或體育運動不宜穿著的服裝。
請注意，當天主辦單位可能會發出停止比賽的指示。

■舉辦日期

  9:00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  比賽開始
10:00  開心跑步  比賽開始
10:45  開心跑步  比賽結束
15:00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  比賽結束

　2017 年

2 月 19 日（週日）
■比賽規則

■對個人資料的管理

(1) 主辦單位認識到個人資料的重要性，遵守保護個人資料的相關法律和相關法令等，將根據主辦單位保護個人資料的方針，以管理個人資料。
(2) 以提高對大會參賽人士的服務為目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參賽指南、通知記錄、通知相關資料、向大會的贊助 / 合作 / 有關團體提供服務、公佈記錄（排名等）、向日本田徑比賽

聯盟的報告和問卷調查等。
(3) 主辦單位有時會就報名內容相關事宜進行確認的聯繫。
(4) 本大會會有電視廣播和互聯網動畫傳播。
(5) 未經主辦單位許可，禁止第三方使用大會的圖像。（含在互聯網上發送圖像和動畫。）
(6) 對大會的圖像、照片、新聞和個人記錄等，獲主辦單位批準的第三方以大會的運營和宣傳等為目的，有時會在大會的節目表、海報等宣傳材料上，以及在電視、收音機、報紙、

雜誌、互聯網等媒體上刊登。

居住在海外的人员请用右侧的报名按钮报名。以下是面向居住在日本的人员的大会纲要。
※ 关于居住在海外的人员，部分内容有不同，请务必在确认的基础上，进行报名。

https://efw.knt.co.jp/neoec/contents/K110756knt/


■其他

(1) 大會因非主辦單位的責任而中止時，原則上不退還參加費、手續費、帶綽號編號卡的收費以及體育運動振興捐款。
(2) 參加大會前，要充分進行訓練，事前接受健康檢查等，要充分考慮身體狀態後才可參加。
(3) 在大會會場（包括路線上）內，身體不可張貼以廣告為目的、意味企業名、商品名等的圖案和商標等或廣告性質的物體。
(4) 主辦單位將把馬拉松和二人接力馬拉松起跑人選手的手攜行李從起跑會場搬運到終點會場。受理時，主辦單位只接收放在行李袋中的物體。由於半途道路的情況，手攜行李有

時會較遲抵達。
(5) 會場沒有停車場。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來。由於公共交通或道路堵塞而遲到時，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6) 在大會舉辦期間，如果發生了事故和火災等緊急情況時，在路線上和其他任何地方，緊急車輛都會有通行的可能。這時，請根據工作人員的指示，暫時停止比賽。
(7) 已獲主辦單位批準的商品，有時會通過照片等進行委託銷售。
(8) 除上述各項外，關於與大會有關的事項，請遵從大會主辦單位的指示。
(9) 關於參賽費等的發票

 ●使用信用卡支付時
不發行發票。請使用信用卡公司發行的【使用明細單】或【賬單】。

 ●以專用匯款單 / 在便利店支付時，不發行發票。匯款單的副本即成為發票。

8 月 5 日（週五） 開始受理報名 開始受理互聯網（10 點～）和使用專用匯款單的報名。

專用匯款單

8 月 31 日（週三）
當天郵戳有效

報名截止 ※ 超過定員時進行抽籤。
互聯網

9 月 7 日（週三）
至下午 5 點

10 月上旬 公佈抽籤結果 對互聯網報名的人士通過電子郵件、使用專用匯款單報名的人士通過郵寄通知抽籤結果。
對團體報名和二人接力馬拉松的人士，將通知代表。

10 月下旬 截止繳納參加費
抽籤抽中的人（二人接力馬拉松是代表）請以各自的付款方法繳納參加費。不在指定日期內繳納，抽籤抽中將無效。
需要根據付款方法負擔手續費。
有時會根據繳納情況追加抽籤抽中通知。

1 月中旬 發送參加指南 團體報名的將發送給全體成員。二人接力馬拉松的將發送給代表。

大會前一天
2 月 18 日（週六）

參加比賽人士的受理

※ 右述以外的時間不受理。

會場：西日本綜合展示場新館（EXPO 會場）
時間：(1)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　　　9:00 ～ 22:00

※ 大會當天（2 月 19 日）不受理。
(2) 開心跑步前一天受理 9:00 ～ 22:00

(3) 開心跑步當天受理   7:00 ～ 9:00
大會當天

2 月 19 日（週日）
起　　跑 馬拉松、二人接力馬拉松 9:00 起跑

開心跑步   10:00 起跑

報名時的注意事項

(1) 進行下述報名時將落選。
‧ 相同人物對相同項目重複報名（含個人報名和團體報名的重複報名以及同一人在複數團體報名）。 
‧ 相同人物報名複數項目。

(2) 報名期間外的報名為無效，不會成為抽籤的對象，事務手續費也不會退還。
(3) 對所有報名參賽的人（團體報名和二人接力馬拉松則對代表）通過電子郵件或郵件通知抽籤結果。登記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收信地址如果有問題，以致未能收到時將不可再度進

行確認。請事先予以諒解。
(4) 大會不可代理參賽或轉讓權利。發現有這種行為時將失去資格。這時，主辦單位將不作任何補償。參賽費也不退還。
(5) 因郵遞或互聯網機器、線路的故障等而導致報名的延誤，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6) 使用互聯網報名時，有時會因終端機、OS、瀏覽器軟件等原因而不能報名。（OS、瀏覽器）使用環境的詳細情況，請在大會網頁上確認。

報　名　規　則

向大會報名時，希望參賽的人要同意下述報名規則後才能報名。
(1) 主辦單位對疾病、物件的丟失以及其他事故，除緊急臨時處理外，概不負責。
(2) 通過專用匯款單報名的人在報名後，通過互聯網報名的人在報名期間結束後，不可變更比賽項目、變更·修改·取消記載內容以及變更團體的成員。
(3) 不可虛報年齡、性別和居住地址等以及報名本人以外的人參加比賽（頂替冒名參加比賽）。出現這種情況時，將取消參加比賽資格，並不退還參加費、手續費、綽號編號卡的費用

以及體育運動振興捐款。
(4) 大會因地震、大風、水災、暴風雨、積雪、事件、事故、瘟疫等而中止時，原則上不退還參加費、手續費、帶綽號編號卡的費用以及體育運動振興捐款。
(5) 不退還多餘進款和重複進款。
(6) 大會中的映像、照片、報導、報名參賽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國家名、都道府縣名或市區町村名）等的電視、報刊、雜誌、互聯網等的刊登權和肖像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7) 主辦單位將遵守保護個人資料的法令，管理參賽人的個人資料。
(8) 實施本大會時，將遵守國內相關的所有法律。
(9) 未成年人報名參賽時，必須獲得家長的同意。

參加大會的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