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募　集　概　要

以 2016 年度日本田径连盟比赛规则和本大会比赛注意事项为依据。

■路线
(1) 马拉松

路线起点是北九州市政府前，终点是北九州国际会议场前。

（日本田径连盟公认路线和 AIMS 公认路线）

(2) 二人接力马拉松

和马拉松的路线相同，以西日本综合展览场附近为中继点。

(3) 开心跑步

以北九州国际会议场入口十字路口附近为起点和终点的路线。

※ 起点位置有时会受到道路工程的影响而变更。

■项目、定员、限制时间、参加费

项            目 定    员 限制时间 参赛费

马拉松
（42.195 公里）

登记部分
一般部分

10,500 人
※1※2 6 小时

※5
※6
※7

10,000 日元

二人接力马拉松 ※2
（起跑人  约 20.2 公里、

接力人  约 22.0 公里）

150 组
300 人

※2

两个人一组
18,000 日元

开心跑步
（3 公里或 5 公里）

※4

小学生
初中生 1,000 人

45 分钟
※5
※8

1,000 日元

高中生以上 3,000 日元

※1  含北九州市民配额的 2,000 人和比赛运动员配额 500 人。

※2  含体育运动振兴参赛人配额 300 人（组）。

※3  由两个人构成一组，以递交布条方式，接力赛跑 42.195 公里。

※4  开心跑步设有 3 公里和 5 公里的路线，可在比赛当天选择喜爱的路线。至于小

学生，考虑到对身体的影响，路线定为 3 公里。

    不测量记录、不进行表扬。

※5  限制时间以号炮为标准。

※6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由于交通、警卫、比赛运营上的关系，将设关口封闭时间。

除了关口以外，如果时间太晚，有时会被要求停止参赛。停止参赛时，请听从

工作人员的指示上收容车。关口地点和封闭时间（预定）如下。

关口 地　　点 距　离 闭门时间

3km 关口 到津之森公园前 3.1km   9:40

8km 关口 生命之旅博物馆前 7.5km 10:15

11km 关口 牧山十字路口 11.3km 10:46

15km 关口 真飒馆高中下 15.3km 11:20

20km 关口 小仓站（新干线出入口）十字路 20.1km 12:00

25km 关口 门司站前北十字路口 25.3km 12:40

29km 关口 海旁广场前 28.7km 13:08

32km 关口 西海岸停车场前 32.1km 13:36

37km 关口 门司站前北十字路口 37.1km 14:16

40km 关口 赤坂海岸十字路口 39.8km 14:39

※7  二人接力马拉松的起跑人停止竞技时，该组的接力人在 12 点 00 分钟从中继站

一起起跑。这时不算跑完全程。

※8  参加开心跑步的人在起跑后 45 分钟后将失去资格，这时请到步行道上。

■参加资格

(1) 马拉松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出生的人。

①登记部分  2016 年度日本田径连盟登记运动员

②一般部分  日本田径连盟未登记人士等

包括本大会推荐的国内、国外运动员在内，①②必须是在 5 小时 50 分钟以内跑

完全程的男女。

(2) 二人接力马拉松

要在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出生，由二人构成一组，在 5 小时 50 分钟以内跑完全

程的男女。男女的组合自由，但是不可登记候补选手。

(3) 开心跑步

必须是小学生以上，能在 45 分钟内跑完 3 公里或 5 公里的男女。

所有 (1) ～ (3) 的参赛人，①如属于残疾人士，单独跑步有困难时，最多可登记两

名陪跑。（但是同时陪跑的只是一人。）登记方法等的详细内容，只对在登记时希

望有陪跑的人，约在 1 月发出通知。盲导犬不可陪跑。②不可坐轮椅参加比赛。

■参赛奖等
(1)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

参赛奖／ T 恤    参加比赛的人／毛巾

跑完全程的选手／奖牌、跑完全程记录证（日后寄呈）

※ 参加二人接力马拉松的选手将获赠大会上使用过的布条。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参赛奖 T 恤尺寸的参考

尺寸 XS S M L XL 2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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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围（大约） 84cm 88cm 92cm 96cm 100cm 104cm

※ 报名时如果没有填写 T 恤号码，女选手将定为 S，男选手将定为 M。

(2) 开心跑步

参加比赛的人／毛巾

跑完全程的人／跑完全程证（没有记录的记载）   ※ 参加比赛的人将获赠毛巾。

■颁奖
(1) 综合马拉松 ：对男女第 1 名～第 8 名颁奖。

(2) 不同岁数马拉松 ：对各年龄层（24 岁以下、25 岁以上到 29 岁、相同地每隔 5 岁

进行分层，一直至 75 岁以上）的男女的第 1 名～第 3 名颁奖。

(3) 二人接力马拉松 ：对各组合的类别（男士组合、妇女组合、男女组合）的第 1 名

～第 3 名颁奖。

※ 对 (2) 和 (3) 不举行颁奖仪式，日后寄呈奖状。

※ 开心跑步不颁奖。

■起跑点的排队
为了安全、顺利地进行起跑，马拉松不论在日本田径协会上有无登记，将根据报名

时的申报比赛时间设定起跑时的等候区。

由于在安全上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请不要申报与实际赛跑能力严重失实的时间。

没有填写比赛时间的人将在最后起跑区起跑。

二人接力马拉松将全部在规定的地点起跑。

■化装 
参加登记部分的选手请穿着选手适宜穿着的服装参加。

登记部分以外的参赛人不可穿着令其他选手或支援人不愉快的服装，或会带来危险

的服装，或体育运动不宜穿着的服装。

请注意，当天主办单位可能会发出停止比赛的指示。

■举办日期

  9:00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  比赛开始
10:00　开心跑步  比赛开始
10:45　开心跑步  比赛结束
15:00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  比赛结束

　2017 年

2 月 19 日（周日）
■比赛规则

■对个人信息的管理

(1) 主办单位认识到个人信息的重要性，遵守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和相关法令等，将根据主办单位保护个人信息的方针，以管理个人信息。

(2) 以提高对大会参赛人士的服务为目的，个人信息将用于参赛指南、通知记录、通知相关信息、向大会的赞助 / 合作 / 有关团体提供服务、公布记录（排名等）、向日本田径比赛

联盟的报告和问卷调查等。

(3) 主办单位有时会就报名内容相关事宜进行确认的联系。

(4) 本大会会有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动画传播。

(5) 未经主办单位许可，禁止第三方使用大会的图像。（含在互联网上发送图像和动画。）

(6) 对大会的图像、照片、新闻和个人记录等，获主办单位批准的第三方以大会的运营和宣传等为目的，有时会在大会的节目表、海报等宣传材料上，以及在电视、收音机、报纸、

杂志、互联网等媒体上刊登。

居住在海外的人員請用右側的報名按鈕報名。以下是面向居住在日本的人員的大會綱要。
※關於居住在海外的人員，部分內容有不同，請務必在確認的基礎上，進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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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大会因非主办单位的责任而中止时，原则上不退还参加费、手续费、带绰号编号卡的收费以及体育运动振兴捐款。

(2) 参加大会前，要充分进行训练，事前接受健康检查等，要充分考虑身体状态后才可参加。

(3) 在大会会场（包括路线上）内，身体不可张贴以广告为目的、意味企业名、商品名等的图案和商标等或广告性质的物体。

(4) 主办单位将把马拉松和二人接力马拉松起跑人选手的手携行李从起跑会场搬运到终点会场。受理时，主办单位只接收放在行李袋中的物体。由于半途道路的情况，手携行李有

时会较迟抵达。

(5) 会场没有停车场。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由于公共交通或道路堵塞而迟到时，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6) 在大会举办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和火灾等紧急情况时，在路线上和其他任何地方，紧急车辆都会有通行的可能。这时，请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暂时停止比赛。

(7) 已获主办单位批准的商品，有时会通过照片等进行委托销售。

(8) 除上述各项外，关于与大会有关的事项，请遵从大会主办单位的指示。

(9) 关于参赛费等的发票

●使用信用卡支付时

不发行发票。请使用信用卡公司发行的【使用明细单】或【账单】。

●以专用汇款单 / 在便利店支付时，不发行发票。汇款单的副本即成为发票。

8 月 5 日（周五） 开始受理报名 开始受理互联网（10 点～）和使用专用汇款单的报名。

专用汇款单

8 月 31 日（周三）
当天邮戳有效

报名截止 ※ 超过定员时进行抽签。
互联网

9 月 7 日（周三）
至下午 5 点

10 月上旬 公布抽签结果 对互联网报名的人士通过电子邮件、使用专用汇款单报名的人士通过邮寄通知抽签结果。
对团体报名和二人接力马拉松的人士，将通知代表。

10 月下旬 截止缴纳参加费
抽签抽中的人（二人接力马拉松是代表）请以各自的付款方法缴纳参加费。
不在指定日期内缴纳，抽签抽中将无效。
需要根据付款方法负担手续费。
有时会根据缴纳情况追加抽签抽中通知。

1 月中旬 发送参加指南 团体报名的将发送给全体成员。二人接力马拉松的将发送给代表。

大会前一天
2 月 18 日（周六）

参加比赛人士的受理

※ 右述以外的时间不受理。

会场 ：西日本综合展示场新馆（EXPO 会场）
时间 ：(1)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 9:00 ～ 22:00

※ 大会当天（2 月 19 日）不受理。
(2) 开心跑步前一天受理  9:00 ～ 22:00

(3) 开心跑步当天受理  7:00 ～ 9:00
大会当天

2 月 19 日（周日） 起跑 马拉松、二人接力马拉松 9:00 起跑
开心跑步 10:00 起跑

报名时的注意事项

(1) 进行下述报名时将落选。

·相同人物对相同项目重复报名（含个人报名和团体报名的重复报名以及同一人在复数团体报名）。

·相同人物报名复数项目。

(2) 报名期间外的报名为无效，不会成为抽签的对象，事务手续费也不会退还。

(3) 对所有报名参赛的人（团体报名和二人接力马拉松则对代表）通过电子邮件或邮件通知抽签结果。登记的电子邮件地址或收信地址如果有问题，以致未能收到时将不可再度进

行确认。请事先予以谅解。

(4) 大会不可代理参赛或转让权利。发现有这种行为时将失去资格。这时，主办单位将不作任何补偿。参赛费也不退还。

(5) 因邮递或互联网机器、线路的故障等而导致报名的延误，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6) 使用互联网报名时，有时会因终端机、OS、浏览器软件等原因而不能报名。（OS、浏览器）使用环境的详细情况，请在大会网页上确认。

报　名　规　则

向大会报名时，希望参赛的人要同意下述报名规则后才能报名。

(1) 主办单位对疾病、物件的丢失以及其他事故，除紧急临时处理外，概不负责。

(2) 通过专用汇款单报名的人在报名后，通过互联网报名的人在报名期间结束后，不可变更比赛项目、变更·修改·取消记载内容以及变更团体的成员。

(3) 不可虚报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址等以及报名本人以外的人参加比赛（顶替冒名参加比赛）。出现这种情况时，将取消参加比赛资格，并不退还参加费、手续费、绰号编号卡的费用

以及体育运动振兴捐款。

(4) 大会因地震、大风、水灾、暴风雨、积雪、事件、事故、瘟疫等而中止时，原则上不退还参加费、手续费、带绰号编号卡的费用以及体育运动振兴捐款。

(5) 不退还多余进款和重复进款。

(6) 大会中的映像、照片、报导、报名参赛人的姓名、年龄、地址（国家名、都道府县名或市区町村名）等的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的刊登权和肖像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7) 主办单位将遵守保护个人信息的法令，管理参赛人的个人信息。

(8) 实施本大会时，将遵守国内相关的所有法律。

(9) 未成年人报名参赛时，必须获得家长的同意。

参加大会的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