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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賽事名稱 ：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 2019 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 

比賽日期 ： 2019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 
  澳門田徑總會 

宗旨 ： 推動澳門體育運動的發展，增進本澳與各地的友誼，從而向外推廣本澳

的體育及旅遊事業。 

 

二、 賽事資料： 

1. 比賽項目： 

1.1. 馬拉松 (42.195km)   

1.2. 半程馬拉松 (21.0975km) 

1.3. 迷你馬拉松 (約 5 km) 

2. 賽事組別： 

各比賽項目分別設有男子組及女子組，並按參賽者的出生年份設有不同組別： 

      出生年份 
 

組別  

（男子及女子）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迷你馬拉松 

A 1990-1999 1991-2001 2001-2004 
B 1985-1989 1980-1990 1980-2000 
C 1980-1984 1968-1979 1979 或以前 

D 1970-1979 1967 或之前 - 
E 1969 或之前 - - 

3. 賽事名額： 

3.1. 馬拉松：1,600 名 

3.2. 半程馬拉松：4,600 名 

3.3. 迷你馬拉松：5,8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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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項： 

1. 各比賽項目均設有名次獎，優勝運動員各獲頒獎盃乙座； 

2. 所有完成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賽事之參賽者均在其比賽項目總成績榜及其組別內

排列名次，海外特邀運動員只可在「馬拉松」項目總成績榜上排列名次及計算獎

項； 

3. 各組別獎勵名次如下： 

組別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迷你馬拉松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總成績 10 10 10 10 - - 

A 7 3 5 3 3 3 
B 7 3 5 5 5 5 
C 7 3 5 3 3 3 
D 10 3 5 3 - - 
E 10 3 - - - - 

澳門運動員 10 5 3 3 - - 

4. 耆英盃： 

在「馬拉松」項目中，特別設立「耆英盃」，獎勵於指定時限內完成「馬拉松」賽

事的最年長參賽者。 

5. 活力團體盃： 

5.1. 在「迷你馬拉松」項目中，特別設立「活力團體盃」，分別頒發予在以下類別

中有最多學生/會員/員工完成「迷你馬拉松」賽事的單位： 

5.1.1. 學校 

5.1.2. 體育團體及政府登記社團 

5.1.3. 公營及私營機構 

5.2. 如欲參與角逐「活力團體盃」的單位需另行報名，有關參加準則及辦法如下： 

5.2.1. 參賽者必須為該單位的學生/會員/員工； 

5.2.2. 於網站下載「活力團體盃」報名表（檔案），將所有成功報名參賽者的

姓名、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撮合並填寫檔案； 

5.2.3. 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或之前將上述檔案資料或文件以電郵方式傳送

至 macaomarathon@sport.gov.mo 或送交到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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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組別的獲獎運動員均可獲贈“優勝者風褸”，獲獎運動員必須穿著“優勝者

風褸”出席頒獎禮，接受奬項。 

7. 獲獎者應於比賽當日領取獎盃，未能即場領取獎盃者，須於賽事後一星期內與大

會聯絡，並在一個月內領取，逾期作放棄領取論。 

四、 獎金： 

1. 「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兩個比賽項目設有獎金，以獎勵獲得指定成績的運

動員； 

1.1. 總名次獎金： 

「馬拉松」賽事總成績之首十名運動員及「半程馬拉松」賽事總成績之首五

名運動員可獲頒發以下獎金： 

總名次獎金（美元） 

總名次 
（男子及女子）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1 40,000 3,500 
2 10,000 2,000 
3 7,000 1,500 
4 3,500 1,200 
5 3,000 1,000 
6 2,100 - 
7 1,900 - 
8 1,700 - 
9 1,600 - 

10 1,500 - 

1.2. 總名次特別獎金： 

「馬拉松」賽事總名次之首三名運動員，如在以下指定時間內完成比賽，可

獲頒發以下特別獎金： 

總名次特別獎金 
男子 女子 

完成時間相等或少於 獎金（美元） 完成時間相等或少於 獎金（美元） 

2:14:00 7,000 2:33:00 7,000 
2:15:00 6,000 2:34: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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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 5,000 2:35:00 5,000 

1.3. 破紀錄獎金： 

「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賽事男子組及女子組總名次之首名運動員，若

其成績時間少於現時賽事紀錄（詳見下表），可獲頒發以下破紀錄獎金： 

破紀錄獎金 
男子組時間 女子組時間 獎金（美元） 

馬拉松 

2:10:01 (2017) 2:29:12 (2017) 15,000 
半程馬拉松 

1:02:55 (1997) 1:14:02 (2018) 5,000 

1.4. 澳門運動員獎金： 

完成「馬拉松」賽事之首五名澳門運動員（以澳門居民身份證報名者）及完

成「半程馬拉松」賽事之首三名澳門運動員（以澳門居民身份證報名者）可

獲頒發以下獎金： 

澳門運動員獎金（澳門幣） 

名次 
（男子及女子）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1 15,000 4,000 
2 8,000 3,000 
3 6,000 2,000 
4 4,000 - 
5 2,000 - 

1.5. 破澳門紀錄獎金： 

「馬拉松」賽事澳門運動員男子組及女子組之首名運動員，若其成績時間少

於現時澳門紀錄（詳見下表），可獲頒發以下破澳門紀錄獎金： 

破澳門紀錄獎金 
男子組時間 女子組時間 獎金（澳門幣） 

馬拉松 

2:28:22 (1994) 2:55:46 (2017) 40,000 
半程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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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7 (1993) 1:25:59 (2015) 20,000 

2. 所有可獲頒發獎金的運動員應於賽事當日填寫銀行過戶資料表，以便組委會於藥

檢報告發出後，確定其通過藥檢後，再以銀行過戶或電匯方式發放獎金。 

五、 報名： 

1. 報名資格及條件  ： 

不分國籍，凡持有合法身份證明文件及符合各組別年齡要求者均可報名參賽。 

2. 報名方式： 

2.1. 可透過網上或親臨現場方式報名，不接受傳真及郵寄等方式報名； 

2.2. 各比賽項目的名額以先到先得，成功報名為準； 

2.3. 如報名限額已滿，所有報名方式均立即停止。 

3. 報名日期： 

賽事項目 日期 
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 2019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 時起 
迷你馬拉松 2019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時起 

4. 網上報名： 

4.1. 登入 www.macaomarathon.com，按系統指引進行報名程序； 

4.2. 只接受 VISA 、MASTER CARD 及銀聯卡繳付報名費； 

4.3. 報名完成後，將會收到組委會發出的“完成網上報名電郵”，確認完成網上

報名程序； 

4.4. 完成網上報名程序後，須經組委會核實資料，獲批准後方可參加賽事，獲批

准參加賽事的報名者將會收到組委會發出的“批准參賽電郵及報名收據”； 

4.5. “批准參賽電郵及報名收據” 將於完成網上報名程序後一星期後發出； 

4.6. 參賽者須憑“批准參賽電郵及報名收據”領取號碼布及計時晶片。 

5. 現場報名： 

5.1. 填妥報名表，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有效之澳門田徑總會會員證副本及相關

報名費，按上述第 3點所列之報名日期，親自或委託他人到以下地點辦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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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手續： 

報名地點 地址 報名時間 
澳門綜藝館 新口岸畢仕達大馬路 09:00 – 18:00 

 

5.2. 由 2019 年 9 月 2 日起現場報名的地點及報名時間如下： 
報名地點 地址 報名時間 

澳門田徑總會 氹仔奧林匹克大馬路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 -13:00, 14:30-18:30) 
星期六 (9:30 -13: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5.3. 每人每次最多只可遞交 15 份報名表； 

5.4. 只接受現金（澳門幣或港幣）繳付報名費，另不補回兌換率差額； 

5.5. 報名確實後可即時取回“報名收據”； 

5.6. 參賽者須憑“報名收據”領取號碼布及計時晶片。 

6. 報名費： 

報名者類別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迷你馬拉松 

（澳門幣） 
澳門田徑總會註冊會員 
（必須提交澳門居民身份證及有效

會員證副本） 

100 100 - 

本地運動員 
（必須提交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150 150 50 

非本地運動員 
（必須提交所屬國家/地區發出的身

份證明文件副本） 

400 400 70 

7. 更換比賽項目： 

7.1. 如在特別情況下需要更改比賽項目，組委會方會考慮，如欲更換之項目限額

已滿，申請將不被接納； 

7.2. 欲更改比賽項目的參賽者必須於 2019 年 11 月 8 日下午 5 時 30 分或之前以

書面提出申請，清楚說明更改比賽項目的原因，並支付澳門幣/港幣 100元之

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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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若由「迷你馬拉松」更換為「馬拉松」或「半程馬拉松」，參賽者須支付報名

費之差額； 

7.4. 若由「馬拉松」或「半程馬拉松」更換為「迷你馬拉松」，有關報名費之差額

將不會發還； 

7.5. 組委會在收到申請書後會作評核，申請接納與否，行政費將不會退回。 

六、 競賽規則及條款： 

1. 參賽資格： 

1.1. 每名參賽者只可參加一個比賽項目當中一個組別的比賽，所有報名一經確認

後，不得取消，亦不得要求退款； 

1.2. 組委會如發現參賽者使用其他資料再報名參加其他比賽項目，有關參賽者將

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其報名費將不獲退還； 

1.3. 所有參賽者不得轉讓/轉售參賽名額、號碼布及計時晶片，或與他人轉換組別。

一經證實，有關參賽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其報名費將不獲退還。 

2. 比賽時限： 

各比賽項目之時限如下： 

比賽項目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迷你馬拉松 
時限 5小時 2小時 30 分鐘 1小時 15 分鐘 

限定時間 11:00  08:30  07:30  

3. 賽道： 

3.1. 大會將於賽道上設立多個檢查站，「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項目參賽者必

須於指定時限前經過檢查站，否則大會有權終止該參賽者繼續比賽； 

3.2. 檢查站之位置將視比賽時之道路情況而定，並於比賽前公佈； 

3.3. 每項比賽之賽道將於上述第 2點所列之限定時間後關閉； 

3.4. 無法於限定時間內完成賽事之參賽者，須依從大會指定的安排離開賽道，大

會執行保護參賽者的措施亦會撤離。 

3.5. 本賽道按國際田徑聯合會的比賽規則設計，並經 AIMS技術官員檢查批准。  

4. 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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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論是參加「馬拉松」、「半程馬拉松」或「迷你馬拉松」，所有參賽者將獲發

屬於其參賽組別的號碼布（一張）及計時晶片； 

4.2. 參賽者在比賽時必須按照大會指示佩帶號碼布及計時晶片，號碼布必須扣於

胸前； 

4.3. 如參賽者缺少或錯誤佩帶號碼布或計時晶片，大會保留取消該參賽者的比賽

成績之權利； 

4.4. 本賽事採用電子晶片計時系統，為每名參賽者提供大會時間 (鳴槍時間) 及

個人時間(晶片時間)，比賽結果將會以賽會鳴槍起跑時間計算； 

4.5. 參賽者應按照大會工作人員或裁判員的指示通過賽道檢查站，若參賽者經過

各檢查站時間紀錄不完整，將不獲紀錄成績及名次； 

5. 完成賽事紀念獎牌及比賽成績證書： 

5.1. 凡於指定時限內完成賽事的參賽者，均會獲贈完成賽事紀念獎牌乙個，並可

獲頒發比賽成績證書。證書可於 www.marathon-photos.com 下載； 

5.2. 於時限內完成賽事之參賽者須憑其佩帶號碼布下之憑條於終點區領取紀念獎

牌，如缺少憑條將不獲發放紀念獎牌。除特別情況外，紀念獎牌不設補領； 

5.3. 無法於限定時間內完成賽事之參賽者將不獲紀錄成績及名次，並且不獲發給

完成賽事紀念獎牌，而比賽成績證書下載服務亦不適用； 

5.4. 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的號碼布及計時晶片不得轉讓或與他人交換，否則大會

將取消其參賽資格，且不獲發證書； 

5.5. 比賽成績證書如有錯誤，參賽者須於 2019 年 12 月 26 日前與大會聯絡有關

更正證書事宜，逾期恕不受理。 

6. 藥物檢定： 

6.1. 大會將於「馬拉松」及「半程馬拉松」兩個比賽項目進行藥物檢定，有關安排

如下： 
組別 馬拉松 半程馬拉松 

總名次 
（男子及女子） 

l 首三名 
l 隨機抽取首四至十名

中的三位運動員 

l 首名 
l 隨機抽取首二至五名

中的三位運動員 
澳門運動員 
（男子及女子） 

l 首名 
l 隨機抽取首二至五名

中的一位運動員 

l 隨機抽取首一至三名

中的一位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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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能通過藥物檢定的運動員將會被取消名次及相關獎項，並不會獲發獎金。 

6.3. 根據國際田徑聯合會的規則，運動員必須參與藥物檢定。 

7. 上訴： 

7.1. 根據本賽事章程，如參賽者對比賽結果有任何上訴，須於賽果公佈後 30 分鐘

內向「技術及上訴委員會」索取上訴表格，填妥並於賽果公佈後 45 分鐘內交

回，同時繳交上訴費澳門幣 800元或美元 100元。組委會只接納符合此條例

之上訴。如上訴得直，將可獲發還上訴費； 

7.2. 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例之投訴或意見，請向組委會之「裁判組」反映。 

8. 安全措施及參賽者守則： 

8.1. 所有參賽者在參加比賽前，必須瞭解個人體能及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參賽，並

應作賽前練習； 

8.2. 參賽者一經報名，即表示確認其身體狀況適合參賽，並為其在比賽中出現之

健康變化，承擔全部責任； 

8.3. 參賽者在比賽途中，如感身體不適，應立即通知附近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將盡力提供協助； 

8.4. 為確保各參賽者之安全，大會工作人員將於賽道維持秩序，參賽者必須遵從

工作人員的指示； 

8.5. 組委會將盡力執行保護參賽者的措施，倘若在賽事進行中發生任何不可抗力

及意外事故，組委會將盡力協助，但對於在賽事中之任何意外，包括參賽者

之傷亡，概不負上任何責任； 

8.6. 除工作人員外，禁止任何未有戴上「2019 澳門國際馬拉松」之有效號碼布的

人士參加或進入賽道範圍，違例者將會被即時要求離開賽道； 

8.7. 所有非組委會工作人員及非參賽人員（包括參賽者親屬、觀眾等）一律不得

進入賽道，以策安全； 

8.8. 根據國際田徑聯合會競賽規則第 144條，組委會有權取消任何被證實在比賽

途中，以任何方式接收外來幫助的參賽者之比賽資格； 

8.9. 大會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建議參賽者如有需要，可自行購買個人及其他有關

保險； 

8.10. 若比賽當天 (2019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早上 3 時正，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信號或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比賽可能會被迫取消，請參賽者密切留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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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及網上消息，如比賽被迫取消，組委會將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退回

百份之五十之報名費，退還後組委會將不會有任何其他責任。 

七、 設施及服務： 

路程指示牌 每公里設有指示牌（共 42個） 
救傷站及流動洗手間 沿途均備有此設施 
灑水站 一個設於澳門半島區，一個設於路氹新城區 
供應站 在首 5 公里內設有水站，其後於每 2.5 公里供應水、運動

飲料或海綿，距供應站 100 公尺前設有指示牌通知參賽者 
終點站 提供水、運動飲料、香蕉及巧克力 
設施 洗手間、更衣室、淋浴設施及儲物站 
天氣狀況 清涼乾爽、舒適度最高 

平均氣溫：16.5oC 
平均風速：西北偏北風時速 13.2 公里 
平均濕度：69% 

 

八、 日程表： 

日期 地點 時間 內容 

24/11/2019  
「澳門百老匯 TM」 

M樓 
12:00-21:00 

「活力團體盃」參賽者領取號碼布 
l 接受報名（若限額尚未報滿） 
l 參賽者憑收據及證件領取號碼

布、計時晶片及參賽者須知資料 

25/11/2019 
~ 29/11/2019 

「澳門百老匯 TM」 

M樓 
12:00-21:00 

l 接受報名（若限額尚未報滿） 
l 參賽者憑收據及證件領取號碼

布、計時晶片及參賽者須知資料 

30/11/2019 
「澳門百老匯 TM」 

M樓 
12:00-22:00 

l 接受報名（若限額尚未報滿） 
l 參賽者憑收據及證件領取號碼

布、計時晶片及參賽者須知資料 

01/12/2019 
奧林匹克體 育

中心運動場 
(氹仔 ) 

05:00 第一次召集（運動場開放） 

06:00 賽事開始（馬拉松起步） 

06:00 賽事開始（半程馬拉松起步） 

06:15 賽事開始（迷你馬拉松起步） 

08:00 迷你馬拉松賽事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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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半程馬拉松賽事頒獎典禮 

11:00 馬拉松賽事頒獎典禮 

11:00 賽事結束 

九、 查詢： 

電話：(853) 2823 6363 

電郵：macaomarathon@sport.gov.mo 

網址：www.macaomarathon.com 

 

十、 其他事項： 

1. 組委會所提供的補充資料（包括「參賽者須知」等資料）均具有效力，並作為本

章程內的一部份； 

2. 本章程如有遺漏將由主辦單位解決，賽事組委會具有解決任何疑問的最終權力。 

3. 凡報名參賽即表示同意遵守 2019 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比賽章程內所載的各項

規定，包括報名規則及賽事條例，並遵守組委會給予的指示。 

4. 參加 2019 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的參賽者須遵守國際田徑聯合會的比賽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