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發佈

「一起，我們跑更遠」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進一步提升跑手體驗
首次提供個人化號碼布 增加全馬賽事及 10 公里隊制名額
2018 年 9 月 12 日起接受報名
香港，2018 年 8 月 15 日－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將於明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舉行。今屆
賽事首次向跑手提供可以印有自己名字的號碼布。此外，因應上屆 10 公里隊制報名反應熱烈
以及滿足近年跑手對全馬賽事的需求，10 公里隊制名額將會增加至 10,000 個，而全馬參賽
名額亦進一步增加 4,000 個，總參賽名額維持 74,000 個。所有賽事之公眾抽籤報名將於 2018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0 時正式開始。
一系列全新元素 進一步提升跑手體驗
 首次提供個人化號碼布
大會將首次為所有參加者提供可以印上跑手名字（First Name）的個人化號碼布，見
證跑手參加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這項畢生難忘的國際體育盛事，更可讓沿途支持者
高呼跑手名字，一路上為他們打氣。


所有完成賽事跑手將獲紀念獎牌
為推動跑手挑戰自己、完成賽事，所有賽事的跑手在到達終點後均會獲大會致送「完
成賽事紀念獎牌」，完成全馬賽事的跑手更可享免費獎牌刻字服務，將名字或專屬訊
息刻於完成獎牌上，增添紀念價值。

 10 公里隊制名額增至 10,000 個
鑑於上屆推出的 10 公里隊制報名安排反應熱烈，大會特別把今屆賽事的 10 公里公眾
抽籤報名（隊制）名額增至 10,000 個，並安排於 10 公里第 3 組及第 4 組賽事進行，
讓跑手能與家人朋友一起體驗賽事的樂趣。


全馬名額進一步增加
為滿足近年跑手對全馬賽事的需求，大會再度增加 4,000 個馬拉松組別的參賽名額，
由上屆的 18,500 個增至 22,500 個。



首次按年齡制訂達標跑手標準
今屆賽事新增設按年齡制訂的達標跑手優先報名標準，讓更多不同年齡取得優異成績
之跑手可利用達標跑手優先報名參賽。

 賽事資訊電子化
為進一步方便跑手及響應環保，跑手在收到確認電郵後可到官方網頁下載跑手包領取
書，利用當中的 QR Code（二維碼）領取跑手包。另外，透過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網頁(www.hkmarathon.com)，跑手不單可以瀏覽電子版賽事手冊等相關資訊、獲取專
屬的電子優惠券，更可利用稍後推出的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手機應用程式實時追蹤全
馬、半馬、10 公里及 10 公里輪椅賽參加者在比賽時的位置，讓跑手及支持者分別在
跑道內、外一起跑更遠！


二手釘鞋及跑鞋回收計劃
渣打香港馬拉松今屆繼續支持二手釘鞋及跑鞋回收計劃，將回收的跑鞋贈予非洲國家貝
寧有需要的運動員，宣揚環保訊息。

公眾抽籤報名及達標跑手報名安排
 公眾抽籤報名（個人）
本地及海外跑手可經大會網站，透過公眾抽籤報名系統，由 2018 年 9 月 12 日早上
10 時起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晚上 7 時登記參加。
 10 公里公眾抽籤報名（隊制）
10 公里第 3 組及第 4 組賽事將開放予參加者以 2 至 8 人為一隊報名參賽，名額 10,000
個。經隊制抽籤成功報名之參加者將只會得到個人成績，大會不會提供團隊成績及獎
項。公眾抽籤報名（隊制）日期及登記安排與個人報名相同。
 達標跑手報名
「達標跑手報名」於 2018 年 9 月 12 日早上 10 時起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晚上 7 時
接受登記。
名額、賽道及報名費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的總參賽名額為 74,000 個，維持不變。
 馬拉松、半馬拉松及 10 公里賽事的參賽名額分別為 22,500 個、19,500 個及 32,000
個。
 馬拉松、半馬拉松及 10 公里賽事的「公益名額」將維持 600 個，讓跑手可以繼續藉
此支持指定受惠機構，為社會注入正能量。報名費分別為 1,500 港元（10 公里）、
1,600 港元（半馬拉松）及 1,800 港元（馬拉松）。扣除賽事參加費用後，善款將直
接撥捐三間受惠機構。
 2019 年的馬拉松及半馬拉松，將沿用去年的賽道，途經九龍區極具代表性的彌敦道，
讓跑手體驗香港的獨有面貌；而 10 公里賽則繼續在東區走廊起步。
 本地參賽者的報名費為 360 港元（10 公里）、400 港元（半馬拉松）及 450 港元（馬
拉松）。
 海外參賽者的報名費為 60 美元（10 公里）、65 美元（半馬拉松）及 70 美元（馬拉
松）。
 今屆渣打香港馬拉松繼續設有「家庭跑」及「少年跑」，名額分別為 3,000 個及
1,000 個；報名費維持 180 港元（家庭跑）及 200 港元（少年跑）。

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Run for Miles”推廣獎賞計劃 鼓勵跑手跑得更遠 賺取額外
「亞洲萬里通」里數
為答謝跑手對渣打香港馬拉松一直以來的支持，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Run for Miles”推
廣獎賞計劃將於今屆繼續推出，讓跑手邊跑邊賺取里數。透過“Run for Miles”推廣獎賞計劃，
跑手可賺取高達 57,000「亞洲萬里通」里數。優惠期由 2018 年 9 月 7 日起至渣打香港馬拉
松 2019 比賽日（2019 年 2 月 17 日）止，透過指定網頁成功申請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
之全新信用卡客戶，並符合相關要求，即可享相關優惠。有興趣的跑手，請留意渣打香港網
頁 www.sc.com/hk！
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為香港品牌項目。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其他贊
助機構包括：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Nike Hong Kong、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 精工表、屈
臣氏蒸餾水、博納戶外廣告有限公司、金山電池國際有限公司、寶馬汽車（香港）有限公
司、富豪國際酒店集團、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撒隆巴斯）、六福珠寶、香港大塚製藥
有限公司（SOYJOY 大豆果滋棒）、GOGOVAN 及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支持機構包
括政府新聞處、香港旅遊發展局、交通基建管理合約有限公司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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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渣打香港馬拉松
www.hkmarathon.com
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的渣打香港馬拉松是香港一年一度最多人參與的體壇盛事。渣打香
港由 1997 年首屆開始冠名贊助，至今已連續第 23 年贊助賽事。
除香港之外，渣打更在全球七個城市贊助馬拉松，包括台北、新加坡、肯雅奈羅比、吉隆坡、
杜拜、史坦雷及澤西。
此新聞稿由奧美公共關係代表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9 籌備委員會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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