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尖旺區議會第 93/2016號文件

香港馬拉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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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2.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油尖旺區區議會簡介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本會)主辦，每年一度的香
港馬拉松賽事的籌備情況，包括賽道資料、道路及交通安排事宜。
活動背景

2.1)

國際認可賽事 – 本會為國際田徑聯會以及港協暨奧委會的成員，於本港推動田徑
及長跑運動長達六十五年。香港馬拉松是本港每年一度最大型的長跑比賽，歷年來
深受市民歡迎，參加人數由 1997 年的 1,000 名增加至 2016 年的 74,000 名。多年來
本會透過國際田徑聯會以及國際馬拉松及道路賽協會的認可，加上世界各地跑手的
口碑，吸引了不少國際知名頂級跑手參賽，2016 賽事獲升級為國際田聯金級賽事。

2.2)

社區支持 - 本賽事每年均鼓勵各區市民積極參與。過往五年來，本賽事獲得來自十
八區居民共二十多萬人次的參與。本會在安排比賽的時間上，為平衡各方利益，當
中考慮的因素包括氣溫及空氣質素對參賽者可能構成的安全隱患以及封路措施對市
民造成的不便，大會因此安排賽事在清晨時分開始，以確保參賽者的安全及減低對
各區道路使用者的影響。為此，賽會感謝市民的諒解及支持香港馬拉松的各項安排。

2.3)

全城參與 - 香港馬拉松已成功舉辦了二十年，大會亦不斷就賽道設計、起跑時間及
封路安排各方面加以改進。自 2008 年起，賽事終點由灣仔金紫荊廣場移師至銅鑼
灣維多利亞公園，此舉除使終點區容納更多參賽者外，市民亦能於終點前約三公里
的打氣區，目睹參賽者英姿，並為準備衝線之健兒打氣。為進一步讓市民參與這項
全城盛事，大會於 2016 獲油尖旺區區議會及深水埗區區議會支持及批准，把賽道
伸延至亞皆老街，此安排獲得跑手及市民所支持。

2.4)

傷健共融 - 香港馬拉松曾在過去五年分別舉辦馬拉松、半馬拉松、十公里及三公里
輪椅賽事，以達到傷健共融的目標。

2.5)

社區貢獻 - 大會一向積極透過香港馬拉松推動社區活動，並藉不同活動，以弘揚馬
拉松精神及對不同的社群作出貢獻。自 2006 年起，大會持續舉辦「馬拉松 101 教
育計劃」
，至今本港已有超過八成的中、小學參與。大會更希望能藉此鼓勵年輕人培
養健康的生活模式及學習馬拉松不屈不撓的精神。

2.6)

慈善籌款 - 在慈善籌款活動方面，上屆賽事共籌得超過 670 萬元的款項，並已全
數撥捐到三個受惠機構，包括奧比斯 - 看得見的希望、香港防癌會及香港殘疾人
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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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 賽事資料

賽事日期
3.1)

大會分別於 2015 及 2016 年把賽事舉行日期提前至 1 月份，此安排獲眾多跑手及各
政府部門支持。但由於來年(2017) 農曆新年在一月下旬，賽事的終點所在地維多利
亞公園將會舉行工展會及年宵活動。因此明年馬拉松賽事將定於 2017 年 2 月 12 日
(星期日)舉行。而有關建議亦已獲得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康樂及文化事務
處、警務處及運輸署等支持。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賽事 - 賽道及封路時間

3.2)

自 2001 年起，馬拉松賽事一直使用尖沙咀彌敦道、柯士甸道及廣東道作為賽事起步
後連接西九龍公路南行線賽道的接駁道路。隨著近年賽事不斷發展，為進一步提升
賽事的安全性及讓跑手在更佳的條件下作賽，大會於去年在油尖旺區區議會、深水
埗區區議會及各政府部門支持下，使用彌敦道一段延伸賽道 (賽道向北伸延至旺角亞
皆老街，左轉進入亞皆老街及櫻桃街，經連翔道，進入西九龍公路南行線賽道)。各
項賽事順利進行，故此大會在各政府部門支持及同意下，決定沿用此賽道。大會將
繼續並與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來年參賽者在一個安全及有秩序的環境下
進行競賽。

馬拉松路線：
尖沙咀彌敦道(近美麗華酒店)  甘肅街以南的彌敦道  甘肅街以北的彌敦道(北行) 
亞皆老街  櫻桃街(西行)  連翔道(南行)  西九龍公路(南行)  昂船灣高架道(九龍
方向)  昂船洲大橋(九龍方向)  青衣東高架道(九龍方向)  南灣隧道(九龍方向) 
青衣西高架道(九龍方向)  青馬大橋下行支路(九龍方向)  汀九橋(南行)  長青隧道
(九龍方向)  青葵公路(南行)  西九龍公路(南行)  西區海底隧道(南行管道)  干諾
道天橋(東行)  民寶街  民耀街(南行)  龍和道(東行)  分域碼頭街(東行)  會議
道(東行)  鴻興道  馬師道天橋  駱克道(東行)  波斯富街  軒尼詩道(東行)
 怡和街(東行)  糖街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半馬拉松路線：
尖沙咀彌敦道(近美麗華酒店)  甘肅街以南的彌敦道  甘肅街以北的彌敦道(北行) 
亞皆老街  櫻桃街(西行)  連翔道(南行)  3 號幹線-出口 3 青葵公路(南行)  折
回點(近 3 號幹線-出口 4A)  青葵公路(南行)  西九龍公路(南行)  西區海底隧道(南
行管道)  干諾道天橋(東行) 民寶街  民耀街(南行)  龍和道(東行)  分域碼頭
街(東行)  會議道(東行)  鴻興道  馬師道天橋  駱克道(東行) 波斯富街 
軒尼詩道(東行)  怡和街(東行)  糖街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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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會向有關部門建議於 2017 年 2 月 12 日彌敦道至連翔道一段封路時段為：
賽事

1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
2

半馬拉松

3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
4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
5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

3.4)

路段
彌敦道(尖沙咀)
連翔道(南行)
亞皆老街及櫻桃街
彌敦道
(柯士甸道至亞皆老街)
連翔道(南行)

時段

上午 01:40 – 09:45

備註
起點區

上午 02:00 – 10:30

海輝道以北

上午 04:30 – 09:45

彌敦道 - 柯士甸道至加士居道(南、北行線)

上午 03:45 – 10:15

上午 03:45 – 10:15

彌敦道 - 加士居道至亞皆老街(北行線)
海輝道以南

賽事舉行期間，賽道及附近路段將實施相應的封路及改道措施。大會理解相關措施
將對附近居民及商戶構成不便。因此大會將在賽事舉行前約一個星期，透過傳媒及
電子媒介，向油尖旺區居民及商戶清楚交代賽事當日的封路及改道安排，讓市民有
足夠時間預早安排行程。

與政府部門商討各項建議之進度
3.5)

就以上香港馬拉松 2017 的各項方案，大會自本年四月開始，已先後與各相關政府
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警務處、消防處、運輸署，路政署及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舉行多次工作會議，詳細探討各項方案，並獲得支持。

4

4.
4.1)

4.2)

總結
一年一度的香港馬拉松一直是香港體壇的觸目盛事。於 2016 年的總參加人數更達
74,000 人，此數字實在令人鼓舞，更足以表現出廣大市民對大型體育活動的支持。
另外，隨著近年海外跑手的參賽人數逐年遞增，更可見此盛事已成功邁向國際，足
以媲美其他地區或城市之同等比賽。而二十年來，香港馬拉松能發展至如此成功的
賽事，實在有賴各政府部門及貴區議會的鼎力支持。因此，本會謹向貴區議會率先
闡述有關 2017 年香港馬拉松比賽的路線及封路安排，望各部門及區議會能繼續支持
香港馬拉松，使其得以順利舉行，令馬拉松運動可於社區更為普及，達至全民運動
之精神。
以上各項資料及建議總括如下
1.
2.

4.3)

香港馬拉松 2017 之賽事日期定於 2 月 12 日(星期日)；及
馬拉松及半馬拉松比賽路線，將繼續沿彌敦道往北伸至旺角亞皆老街，左轉進
入亞皆老街及櫻桃街，經連翔道，進入西九龍公路南行線賽道。

若對有關賽道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67 6648 與香港馬拉松 2017 籌辦委員會主席高威
林先生或 3180 6511 與助理項目經理陳政豐先生聯絡。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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