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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資訊 

競賽日期：2018 年 11 月 04 日(日)   

主辦單位：HARUKAS SKYRUN 運營實行委員會 

協辦單位：大阪市(預定) 

營運協助單位：株式會社 Astrakhan、株式會社 Meeting Information Center 

參加資格： 

：  

參賽人數: 2,400 人 

參加費：一般跑者 5,300 日圓、高中生 3,500 日圓、大學團體 20,000 日圓、小學生 3,500 日圓 

起跑時間：08:00 開始／16:00 結束 

 

保證參賽 

 完賽證書 

 會場附近的 3 天 2 夜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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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引起大話題的日本第一次世界賽的垂直階梯馬拉松，今年也要舉辦！ 

挑戰自己的極限，一起參加以站在高聳天際的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頂樓為目標的世界最

高峰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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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雙人房(2 人 1 室)~ 參賽者每人 NTD 9000 (含報名費.稅金) 

                      加油團每人 NTD 7500 (含稅金)  

日次 日期 停留地點 行程時間 交通方式 摘要 餐食 

1 
11/03 

(六) 

自由活動 

 

前往飯店 Check In 

  航空 

交通 
(自理) 

 

▓HOTEL開放下午 3點辦理 CHECK-IN手續 

 

 

 

<APA HOTEL 天王寺站前 

 兩人一室 入住> 

XX 

 

XX 

 

XX 

2 
11/04 

(日) 

 

飯店            出發 

 

參加 2017第 2屆 

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登

高賽 

 

 

 

 

 

 

自理 

 

 

(終點) 

大會 

接駁車 

早飯店 

 

08:00在天王寺公園 Entrance 

Area[Tenshiba]大會本部報到 

▓參加 2018第 3屆阿倍野海闊天空登

高賽 

 

START!目標:跑完全程 

 

 

<APA HOTEL 天王寺站前 

 兩人一室 入住> 

早餐 

 

 

 

XX 

 

 

 

XX 

3 
11/05 

(一) 

飯店       Check Out 

自由活動 

  早飯店 

■請於 11點前辦理好 CHECK OUT手續 

 

自由活動 

 

早餐 

 

 

 

XX 

 

 

 

XX 

 

※圖片僅供參考，餐食註明：含早餐:早餐、含午餐: 午餐、含晚餐: 晚餐、不含餐: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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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資訊及注意事項 

航班參考: 

     本行程不含機票（機票自理） 
1. 費用包含行程表中註明之 2 晚住宿、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登高賽報名費、500 萬旅遊意外責任險、

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等 1 位費用。(加油團不包含馬拉松報名費) 

2.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本團為特殊行程規劃, 報名繳費後因故須要取消,馬拉松大會及飯店將收取約台幣9,000元之取消

費，所有取消費用會從收取之訂金中扣(多退少補) 

3. 為使團體能夠順利作業，KNT 台灣近畿將保留更換飯店及餐食等之權利，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如

航空臨時調度、天氣狀況等)本公司將保留變更行程地點之權利(如降落地點變動)。 

4. 如自行脫團或放棄行程，則不退還剩餘團費，如有費用產生者，須補足差額。 

5. 房間皆為雙人房 2 人 1 室之費用，單人房之費用請另洽。 

6. 如自行脫團或放棄行程，則不退還剩餘團費，如有費用產生者，須補足差額。 

7. 欲報名者,請先下載報名表，完成付款後(費用約 NT$ 9,000 元)，傳真至 02-8771-7552，請註

明服務人員姓名。 

   付款方式： 

A. 刷卡付款：可選擇來店刷卡或傳真刷卡，簽名部份須跟信用卡背面簽名相符，須親筆簽名(請

勿用電腦打字方式)。 

B. 匯款付款：匯款後.請將匯款或 AMT 轉帳收據, 以 MAIL 或傳真方式提供給我們 

匯款(轉帳)資訊:   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006) 新生分行  094808 0000 266 

C. 現金付款：現金付款者請店付款。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1 段 93 號 6 樓之 1  KNT!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 

營業時間為早上 09：30 至下午 18：00 (周休二日) 

 

8. 如有追加額外住宿或機票之尾款將於出發前 1 個月開始收取，付款方式與訂金相同。 

9. 其他有任何相關疑問，請來電 02-8771-7551，有專人為您服務，謝謝您。 

10.如遇到颱風等天災導致活動無法進行,將會照常出國,但大會及旅行社將不會退任何費用, 

   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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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報名表 

團體名稱 
2018 年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登高賽 

3 天 2 夜自由行(不含機票) 
入住日期 2018 年 11 月 03 日 

*主要聯絡人請填寫第一欄位 **繳回報名表時如果尚未繳交護照影本者煩請提供** 

1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___月___日 

參加類別 □全馬  □ 挑戰賽  □加油團 性      別  □男 □女 □12 歲以下 

2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___月___日 

參加類別 □全馬  □ 挑戰賽  □加油團 性      別  □男 □女 □12 歲以下 

郵寄地址 
  －    

連絡電話 (H)              (O) 手    機  

E-mail              @ 

 
《報名付款單》 

付款人姓名 (刷卡者及匯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西元 _ _ __年_ __月__ _日 

住家地址  

消費明細 
 參賽 NT$(每位) 9,000.-   

 家屬 NT$(每位) 7,500.-   
消費日期 ____年__ _月_ __日 

付款方式 

 

匯    款  

匯款日期 ____年__ _月_ __日 匯款帳號銀行   

匯款金額 NT$： 麻煩匯款後,請將收據傳真或 MAIL至敝公司 

匯款帳號：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006) 新生分行 094808 0000 266 

 

刷    卡 

Visa/Master/

JCB 

 

信用卡卡號   －   －   －    

持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     年  

消費金額 NT$： 卡片背面末三碼  

金額總計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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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代轉收據如需開抬頭及統編 請註明) 

 

 

報名日期： 2018  年      月      日 參加馬拉松報名者，確認報名名單後將不可轉受其他人，馬拉松旅遊為特

殊旅遊，必須提早確認您的資料，依經報名後將無法退訂。同意簽名:                    

※房間安排 

□單人房，加價新台幣 3000元 

 

□雙人房—指定室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因故須要取消,導致室友落單,無人可分房的狀態;同意幫室友負擔全額單人房房差額)  

同意簽名:                    

 

※加價購 

□購買南海電鐵機場特急(Rapi:t)單程車票每張 336 元，張數:              

 

※餐食禁忌 

□無禁忌 

□全素 □奶蛋素 □早齋 □鍋邊素(湯汁可)*日本多使用昆布及柴魚作為湯底及調味料,屬於素食者可食用,如無法

接受者請告知。□不吃牛   □不吃羊   □不吃豬   □不吃海鮮   □不吃生食(如生魚片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請確認填寫內容是否正確,報名表請連同護照影本傳真至 02-8771-7552    許毓倫  小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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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特殊運動團取消事宜需知書 

 

特殊運動團的作業方式與一般旅遊團不同,取消費事宜分為二部分  如下: 

 

① 參賽費:於提交報名時,將會遞交名單給馬拉松事務局,屆時事務局,已經開始製作各位的號碼

布等參賽事宜項目,因此參賽費將無法退回,等待賽事結束後,會幫忙將帶領之物品轉寄給當事

人. 

②  

③ 住宿部分,是由馬拉松事務局與飯店簽訂下來的,與一般旅遊團作業方式不同,因此如需取消的

部分,也會遵從事務局與飯店所簽訂的合約來作業.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上述兩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相關取消期間規定: 

1. 報名繳費後因故須要取消,馬拉松大會及飯店將收取約台幣 9000 元之取消費,所有取消費用會

從收取之訂金中扣(多退少補)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閱讀上述之內容並同意.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