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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校園馬拉松路跑活動紀實 

王清欉1、吳高讚2、張凱隆3 

摘  要 

國立政治大學校園馬拉松路跑活動是接續「慶祝校慶校園越野賽跑」而來，

以政大校園環山道及景美溪、指南溪沿岸步道為主要競賽路線。自 104 學年度

起，為了讓更多校友及社區民眾能踴躍參加，將原本在星期一上午 10：30的活

動改至星期日早晨 7：30舉行。活動舉辦年度則把「學年度」改為「西元紀年」

定名為「2015政大校園馬拉松」。競賽組別分為休閒「走」馬組及競賽「跑」馬

組，休閒走馬組不分年齡組別，男女老少都可參加，競賽距離 4.6公里；競賽跑

馬組年齡區分為男、女各 30 歲以下組、31〜45歲組、46〜60歲組，及 61歲以

上組。距離總長 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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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  起 

越野賽跑 (Cross Country Running) 最早起源於英國，目前則盛行於歐美國

家。越野賽跑是一種在戶外林地間進行的賽跑活動，通常路線距離為 4〜12 公

里，路徑地勢起伏不定，路面包含一般平地、林地、草地、泥地等(運動筆記，

2018)；馬拉松 (Marathon) 是一項考驗耐力與毅力的長跑運動。根據維基百科-

馬拉松(2018)的記載，1896 年在希臘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中，將這個

運動列為正式競賽項目之一，但直到 1921年，馬拉松的競賽長度才被統一規定

下來。現今規定長度為 42公里 195公尺 (26英里 385碼)，比賽路線是在公路

上進行。馬拉松路跑活動近年來在台灣各界支持下方興未艾，盛況空前。誠如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理事長曹爾忠所言：「路跑活動有人陪伴能增加參與感；參賽

者可留下紀錄因此有成就感」，飛躍羚羊紀政女士也曾說：路跑蔚為風氣是一種

群聚效應(陳正健，2013)。政大地理環境位處文山區指南山麓，校園內有環山一、

二道及多條小徑串接山下與山上校區，周邊林地有產業道路及登山步道交錯其

間，連結了樟山寺、貓空茶園及指南宮等觀光景點，是適合戶外踏青與健身運

動的場域。 

政大每年校慶除有固定慶祝大會外，各行政單位及系所也會舉辦各種不同

活動來共襄盛舉，讓大家體驗木柵好山好水及親近大自然而舉辦的「校慶越野

健行」，即是早期慶祝校慶系列活動之一，惟此項活動起始於何年？由於年代久

遠已不可考。1970〜1980年代是台灣三級棒球運動蓬勃發展階段，而路跑運動

則尚待推廣時期。1977年紀政女士從美國返台，接下全國田徑協會總幹事一職，

把國外興盛的路跑運動引進台灣，同時將運動商業化、企業化的新觀念融入路

跑活動(陳正健，2013)。1989 年 8 月 1 日張京育教授就任政治大學校長，在與

體育老師互動中，多次提及規律運動對教職員工生的重要性；並察覺有許多學



4國立政治大學馬拉松路跑活動紀實

 

生不知道政大校園有多大，進而建議可透過體育課或活動帶領學生認識校園。

1989年 8月 1日范振鳳老師接任體育運動組主任，有感於張校長對師生同仁身

心健康的關懷，隔年(1990 年)即進行規畫，利用政大特有的環山道於校慶前一

週星期一上午辦理越野賽跑活動，取代原有之「越野健行」。由於當時路跑賽事

仍處萌芽期，籌辦經驗缺乏，幸獲中國科技大學前台灣馬拉松紀錄保持者盧瑞

忠老師相助，不僅提供籌備經驗，也身兼前幾屆路跑活動終點主任工作，環山

越野賽跑即為現今之「政大校園馬拉松」。筆者於 1987 年至政大服務，歷經教

學、活動、訓練等行政工作，2015年再度擔任體育行政主管職務，政大校園路

跑活動是參與者及見證者。基於此，本文採參與觀察法及文件分析法，訪談資

深師長以獲取可撰寫素材，期縱向串連不同時間軸所留下的校園路跑歷史痕跡。 

 

 

 

 

 

 

 

 

  

      

圖 1. 64周年校慶(1991)越野賽開幕典

禮 

圖 2. 64周年校慶越野賽鳴槍起跑 

圖 3. 64周年校慶越野賽準備起跑 圖 4. 64周年校慶越野賽參賽者抵達終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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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型態與變革 

一、活動名稱的演變 

    「慶祝校慶校園越野賽」活動是接續「校慶越野健行」而來，77週年校慶 (92

學年度) 以前都配合於校慶前一週舉行。校園越野賽跑是以政大校園內環山道

為主要競賽路線，路徑地勢有平地、山坡，路程約為 4.5公里，比賽型態既似正

規越野賽跑活動，又有延續越野健行意涵，因此「校園越野賽」名稱一直沿用

至 2004年 5月。體育室方明營主任有感於五月份舉辦越野賽跑氣候過於悶熱，

不適宜長跑運動，及兩項大型活動都集中在下學期，因此提議經體育室室務會

議討論，基於天候、時間及報名人數等因素，決議更改舉辦時間及變更名稱為

「九十三學年度校園越野賽跑」於每年 12月份第一週星期一上午 10：30舉行。

體育活動組於 2004年 9月 29日將「93學年度校園越野賽跑競賽規程」簽請校

長核示時，鄭瑞城校長建議在名稱方面可加上「政大」，其次是用「越野」或是

有其他創意之命名。鄭校長批示後再經體育室內部討論，為與民間蓬勃發展的

馬拉松路跑活動接軌，將名稱更改為「國立政治大學九十三學年度校園馬拉松

賽」。從此後，校園馬拉松賽由校慶活動中獨立出來，並訂入學校行事曆中。104

學年度校園馬拉松籌備期間，企管系暨東亞所校友，財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謝金河先生，建議將原屬封閉型政大校園馬拉松路跑活動擴大舉行，

廣邀校友及社區民眾參加。為了讓更多校友及社區民眾能踴躍參與，將原本在

星期一上午 10:30的活動，改至星期日早晨 7:30 舉行。活動舉辦年度則與民間

路跑一致，把「學年度」改為「西元紀年」定名為「2015政大校園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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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時間、檢錄、計時 

    2004年 5月前校園越野賽跑是配合學校週年慶為慶祝校慶系列活動之一，

比賽時間較不固定，多數在 5月 20日校慶前一至二週星期一上午 10：30舉行，

也有少數安排在 5月 17或 18例假日上午 9點舉辦。2004年 12月〜2014年 12

月則固定於星期一上午 10：30導師課共同時間舉行。2015年〜2017年 12月由

於考量邀請校友及社區民眾參與，並顧及星期六校園仍有在職專班學生在上

課，因此擇定於星期日早晨 7：30開跑。2015年前校園路跑檢錄方式大同小異，

在出發前會集合在典禮台前報告比賽相關事項，負責老師及運動志工持相同顏

色簽字筆在參賽者號碼布上做記號才完成開跑前檢錄 (圖 7)，競賽路程中在環

山道樟山寺登山口設有檢查及補給站，運動志工持另一種顏色簽字筆在參賽者

號碼布上再畫上記號，終點裁判根據參賽者號碼布上的記號來判定是否有完成

競賽路程。2015年 (含) 以後，每經過一個檢查站會給一個手環當信物 (圖 8)，

抵達終點時再檢查手環數量以判定是否完賽。在計時方面，2014 年(含)以前都

採用列表式碼表計時 (圖 9)，2015年迄今採用晶片感應電腦計時 (圖 10)。 

 

 

圖 5. 以「學年度」區分年別 圖 6. 以「西元紀年」區分年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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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相關主題活動 

    政大校園路跑不僅兼有腳程競速與健康齊步走兩大元素外，也會結合不同

主題活動來共襄盛舉，如 93學年度校園馬拉松邀請經營醫療用品與醫療儀器的

鼎右及日龍兩家公司來學校，為所有參賽者提供體脂肪、左右平衡、骨質密度、

肌肉分布及身體組成等各種檢測服務。94學年度則結合學務處「親近天地導生

活動」；95 學年度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配合辦理「親近天地-大家動起來」鼓勵班

導師帶領班上學生一起環山健走。101學年度與軍訓室合作，共同推廣「紫錐花

抗毒運動」，鼓勵同學培養運動習慣，藉由運動紓壓發洩，進而向毒品說不!「2016

校園馬拉松」為政大揭開校慶系列活動，提前為九十周年校慶紀錄片取材。由

傳播學院王亞維老師策畫導演的紀錄片，以空拍政大校園取景，藉由馬拉松開

跑前聚集田徑場的人潮，及起跑後綿延不斷的人龍穿梭校園拉開序幕，再配合

政大管樂隊演奏校歌與歷任校長講述不同階段重要校史作為整部紀錄片的主

圖 7. 在號碼布上做記號作為檢錄依據 圖 8. 檢查站手環 

圖 9. 列表式計時碼表據 圖 10. 晶片感應電腦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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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為使紀錄片拍攝能順利進行，正式開拍前一周特別商請政大田徑隊及游泳

隊，配合攝影團隊需求全程演練一次，體育室依據 90周年校慶 Slogan 製作「九

十政大 萬里圖南」及「NCCU 90」大型帆布懸掛於整修中體育館圍籬上，及置

放田徑場中央提供空拍紀錄片取鏡。2016校園馬拉松，經由空拍紀錄片的呈現，

從不同視角飽覽環山與河岸景緻，政大校園好山好水盡收眼底，美不勝收。 

 

 

 

 

 

 

 

 

 

 

 

 

 

 

 

 

 

 

 

 

 

 

 

 

圖 11. 結合學務處導師課活動 圖 12. 結合軍訓室宣導反毒運動 

圖 13. 配合 90周年校慶空拍紀錄片拍

攝 

圖 14. 配合 90周年校慶空拍紀錄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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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酌收報名費 

    2014年以前，報名參加政大校園路跑活動是沒有收取報名費用，完全由體

育室從業務費中編列經費支持。為因應學校分配業務費縮減，及倡導使用者付

費觀念，自 2015年起校園馬拉松活動酌收報名費，休閒走馬組 300元，競賽跑

馬組 500元。由於引進民間舉辦馬拉松路跑標準作業流程，從網路報名、收費、

物資分裝宅配、電腦晶片計時、成績輸出等都由專業廠商處理，因此活動成本

增加。但考量政大校園馬拉松屬社區型活動，主要以本校師生同仁、社區民眾

及校友為主，為鼓勵大家踴躍參加共襄盛舉，並未將活動成本全額反應在報名

費上，經費不足部份以尋求校友企業贊助方式支應。 

五、獎勵辦法 

    75周年校慶 (90學年度) 校園越野賽以前，個人及團體成績前 6名都會頒

給獎牌乙面及優勝獎品，77周年校慶校園越野賽除有上述獎勵外再增加單位主

管、愛心組及教職員工組跑完全程，每人紀念衫乙件；學生男女組及運動代表

隊組男女組前 50名，及敦親睦鄰男女組前 30名者，每人紀念衫乙件。93學年

度校園馬拉松從校慶系列活動中獨立出來在每年 12月舉行，加碼獎勵凡報名參

加活動憑號碼布均贈送體育室 Logo紀念徽章乙枚(圖 17)。自 94學年度起，原

圖 15. 道南左岸河濱公園及景美溪沿岸風景 圖 16. 政大環山道空拍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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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給獎牌改頒發獎狀，99 學年度校園馬拉松_環山線增設破紀錄獎，男女各 5

名頒發新台幣 2000元。2015年迄今，競賽「跑」馬各組取前六名，前三名頒發

獎牌、獎狀與獎品；四〜六名頒發獎狀與獎品。 

 

 

 

 

 

 

 

六、引進校友企業贊助 

    2015年起政大校園馬拉松舉辦形式與民間同步，除採用標準作業流程外，

也引進校友企業接力贊助活動，讓更多畢業校友相約報名參加，用跑步或健走

重新感受母校晨曦的美景。2015年由企管系暨東亞所校友，財金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謝金河先生提供贊助(圖 19)；2016年由外交系校友，達達全球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姜豐年先生贊助(圖 20)；2017年由企管系第 15屆、企業家

班第 11屆校友、暨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立弘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楊正利先生贊助(圖 21)，這項由謝金河先生所發起的校友企業回饋母校行

動，以贊助馬拉松紀念衫為主。此外，從 94學年度校園馬拉松起迄今，為了提

高報名意願，增加參賽誘因，參加人員凡在規定之時間內完成賽程，皆發給名

次卡或摸彩券即可參加摸彩活動。獎品非常豐富有自行車、手機、電視、iPad、

日本大阪來回機票及筆電…等獎項。熱情校友如地政系林志冠、銀行系(金融系)

圖 17. 體育室 Logo紀念徽章 圖 18. 競賽跑馬組完賽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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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東、歷史系張偉裕、企管系喬思齊等都曾提供摸彩活動頭獎獎品。 

  

 

 

 

 

 

 

 

 

 

 

 

參、競賽路線分組 

一、競賽路線 

(一) 早期 (1990〜2007) 

    早期政大校園路跑活動是以環繞山上校區一圈為規劃路程，路線如下：田

徑場典禮台右側門口 (左轉)  四維堂 (右轉)  圖書館 (右轉)  環山網

球場  環山道路  樟山寺登山口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自強十舍 

圖 19. 2015年贊助活動校友 謝金河先生

攝 

圖 20. 2016年贊助活動校友 姜豐年先生 

圖 21. 2017年贊助活動校友 楊正利先生 圖 22. FOX體育台主播侯以理校友 (左) 

擔任司儀帶動全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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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校門蔣公銅像 傳播學院  渡賢橋  八角亭 (左轉)  田徑場，路

程約 4.5公里，亦稱環山線。2007年 5月 20日(星期日)適逢八十週年校慶擴大

舉辦，體育室除了承辦運動大會外，為了讓海內外校友返回母校能有更多時間

相聚交流，並用不同視野欣賞指南山系之美，繼而回憶政大校園景觀之蛻變，

體育室與登山隊共同承辦越野健行活動。路線規劃有三條(路線之一：典禮臺  

攀岩場  傳播學院  行健道  樟山寺步道  樟山寺  指南國小步道 

 指南國小  慈惠堂步道  指南宮  指南宮步道  政大實小  北

政國中  醉夢溪河堤  典禮臺)，依舉行當日天氣狀況再決定適當路線，路

程約為 4.5公里。 

(二) 中期 (2008〜2014) 

    為連結跨越指南溪兩岸之交通便道，台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在 2008 年 4

月完成位於政大藝文中心下方，架設跨越指南溪兩岸之「藍色鐵橋」。鐵橋架設

完成，讓活動於指南溪兩岸的民眾，不需再繞經渡賢橋即可橫越指南溪 (王清

欉，2010)。同年 12 月 1 日，舉行首屆「政大校園馬拉松－水岸線」路跑活

動。路線由政大體育館出發  八角亭右轉  經藝文中心  政大後門  

穿過恆光橋下 景美溪左岸  橫越指南溪藍色鐵橋  穿過道南橋下  

穿過萬壽橋下  沿著自行車道跑至木柵動物園捷運高架再行折返  經堤外

棒球場三壘側步道  回到田徑場，路程約 6.6公里。由於有「指南溪鐵橋」的

設置，讓政大同時擁有「環山路線」與「水岸路線」，獨具特色的校園路跑環境。 

(三) 近期 (2015〜迄今) 

    2015年政大校園馬拉松為了讓更多校友可以利用假日攜家帶眷返校參與活

動，做了幾項變革，將原來舉辦時間從星期一上午改至星期日早晨，其次，引

進標準作業流程及校友企業贊助；為擴大參與層面，在規劃上兼具休閒與競賽

路程，休閒「走」馬組路程即為「環山路線」距離總長 4.6公里；競賽「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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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則是「環山路線」「水岸路線」總長 8.7 公里。2016 年政大校園馬拉松籌

備期間接獲多名校友建議，競賽跑馬組路程可延長至 10公里。2016年 10月得

知橫跨指南溪藍色鐵橋擴建案無法如期在 11月底竣工使用，為使活動順利舉行

便重新規劃路程。競賽跑馬組原本繞行環山道至蔣公銅像後，左轉出後山校門，

再進入景美溪左岸，改成行進至蔣公銅像右轉  藝文中心  渡賢橋頭(左轉

進入河堤)  棒球場 (偏左沿指南溪前行)  藍色鐵橋 (右轉)  沿景美溪河

岸自行車道前行  穿越道南橋下  穿越萬壽橋下  穿越捷運高架橋下 

 動物園腳踏車租借站(折返點)迴轉  沿著堤岸步道回到棒球場 (靠堤岸側) 

 左轉上堤岸斜坡(渡賢橋頭)  四維網球場防汛道路  游泳館防汛道路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後方(左迴轉)  憩賢樓  圖書館  四維堂 (左轉)  

八角亭 (右轉)  田徑場 (右轉)半圈  綜合院館前終點，距離總長 10公里。

2017年政大校園馬拉松休閒走馬組及競賽跑馬組路程和 2016年相同，只有起終

點位置配合體育館整修完成，移回體育館北側入口前跑道。 

二、競賽分組 

(一) 早期 (1990〜2007) 

    政大校園路跑活動歷程在早、中期階段，參加資格主要以校內教職員工學

生為限，因此初期在分組上較簡單，如 64周年校慶 (1991) 校園越野賽競賽分

組為：1.個人：學生男子組、學生女子組；教職員工男子組、教職員工女子組。

2.團體：以各系分數多寡評定之，男子取前 50名，第一名 50分、第二名 49分，

餘此類推。女子取前 30名，第 一名 30分、第二名 29分，餘此類推。政大校

園路跑活動在體育室精心規劃下，慢慢形成傳統體育活動，每逢五逢十周年校

慶擴大舉行，也會規畫不同主題配合校慶活動，如 75周年校慶推出為政大精神

「親愛精誠」而跑，「親」屬組是歡迎親子或是師生組隊來跑；「愛」心組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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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同學參加，可由他人輔助同行；「精」英組則是開放給全校教職員工生

競賽；「誠」意組是以團體跑為主，3〜5人為一組，可以寢室、社團、系所為單

位，不管你會不會跑，能不能跑，都可以來參加 (政大校訊，2002)。76周年校

慶 (2003)為因應 SARS風暴，取消親愛精誠越野賽跑活動。77周年校慶 (2004) 

越野賽競賽分組為：1.單位主管組：各級單位主管男、女生組。2.學生組：男、

女生組。3.教職員工組：男、女生組。4.運動代表隊組：男、女生組。5.敦親睦

鄰組：男、女生組。6.愛心組：教職員工生。首次從校慶活動中獨立出來的 93

學年度校園馬拉松，競賽分組除延續前面六個分組外另增加二組，校際組：以

北區鄰近大學男、女生組為競賽單位；挑戰組：男、女生組，凡具有自我挑戰

體能極限之意識皆可報名參加 (依競賽路程跑 2圈)。 

(二) 中期 (2008〜2014) 

    由於單位主管組、校際運動代表隊組及挑戰組報名人數沒有預期理想，此

階段再調整回以學生組、教職員工組、運動代表隊組及敦親睦鄰男、女生組為

主要競賽分組。 

 (三) 近期 (2015〜迄今) 

    2015年起政大校園馬拉松賽整個作業流程有了重大改變，除引進民間整套

舉辦馬拉松標準作業流程外，也一併解決過往分組不分齡，有失競賽公平性問

題。休閒「走」馬組以男女老少都能參加為號召，因此不分性別、年齡，於完

賽時間內通過終點者都能獲得完賽證明。競賽「跑」馬組以競速為導向，區分

為男、女各 30歲以下組；31-45歲組；46-60歲組，及 61歲以上組。 

肆、結  語 

無論是政大校園越野賽或是校園馬拉松，在歷任體育室主任及同仁努力經營

下，參加人數從早期不到千人，到近期已逾兩千人，已為政大每年重要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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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一。校園馬拉松競賽路線總長雖然不及半馬距離，但擁有優質的路跑條件，

同時兼有馬拉松賽道的平地路面及越野賽跑曲折迂迴、緩升及緩降具挑戰性的山

坡；周邊水域景美溪與指南溪沿岸，清晨河面倒影，襯托出政大山水一色環境，

如此路徑用雙腳才能盡窺全貌。拜民間馬拉松路跑活動蓬勃發展之賜，政大校園

馬拉松近幾年雖屬轉型期，仍舊獲得許多校內、外路跑愛好者、社區民眾的青睞，

及校友們呼朋引伴用行動回母校表達支持，更有校友企業持續接棒贊助活動，這

股凝聚相挺力量是促使政大校園馬拉松能繼續穩健成長的重要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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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ampus marathon 

 

Ching-Chung Wang , Kao-Tsan Wu , Kai-Lung Chang 

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Campus Marathon” is known as the 

former “NCCU Cross Campus Running” and has been a regular activity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NCCU. The race course route is along Mountain Circle in NCCU 

campus and riverside trails along Jingmei Stream and Zhinan Creek.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NCCU alumni and local community people to participate this event, 

since the ‘’2015 NCCU Campus Marathon’’, we have changed the starting time and 

date from 10:30 am, Monday to 7:30 am, Sunday. The race events is classified into 

“Leisure Walking” group and “Competitive Racing” group. For “Leisure Walking”, 

everyone can register and join to finish the 4.6 km walking/running. The participants 

registered in the “Competitive Racing” that are divided into eight groups based on 

their genders and ages (under 30, 31 to 45, 46 to 60, and over 61). The total race 

distance of “Competitive Racing” is 10 km. 

 

 

Key words: marathon, cross campus running, off-road hi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