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鼠戰中環 2019」賽事規例及守則 
（本規例及守則以英文版為準） 

 

報名須知 

1. 任何個別人士或公司或機構皆可參加「鼠戰中環 2019」的賽事。 

2. 「鼠戰」及「鼠王爭霸戰」之參賽者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3. 「未來鼠王戰」之所有參賽者，必須為年齡介乎 5 至 10 歲的兒童。 

4. 「社福機構鼠戰」之所有參賽者，必須為年齡介乎 5 歲或以上。 

5. 報名人士必須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或以前，遞交填妥的報名表格予「鼠戰

中環主辦單位」。 

6. 已填妥的報名表格方為有效。 

 

參賽費用 

1. 參加「鼠戰」的參賽隊伍必須於2019年9月13日前，向「思健」繳交最少港

幣60,000元的捐款，有關捐款將不獲退還。 

2. 參加「鼠王爭霸戰」的隊員必須於2019年9月13日前，向「思健」繳交最少

港幣20,000元的捐款，有關捐款將不獲退還。 

3. 參加「未來鼠王戰」的參賽者必須於2019年9月13日前，向「思健」繳交最

少港幣2,000元的捐款，有關捐款將不獲退還。 

4. 「思健」將為港幣100元以上的捐款發出收據。捐款收據將於2020年3月31

日或以前郵寄至各「鼠戰中環2019」之「未來鼠王戰」參賽者、「鼠戰」參

賽隊伍之隊長以分發予個別的贊助者及「鼠王爭霸戰」參賽者。  

 

賽事規則 

「鼠戰」 

1. 「鼠戰中環主辦單位」擁有絕對決定權，因應當時的情況，決定最終的賽程

安排及賽事的詳情。 

2. 報名表格必須填上所有 8 名隊員的名字方視為填妥表格。 

3. 於比賽當日，各參賽隊伍隊長必須於上午8時30分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為自己

及隊員登記。登記處之開放時間為上午7時45分至8時30分，未能於指定時

間內登記之參賽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4. 參賽者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鞋及創意服飾或行政人員服裝。 

5. 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必須全程戴上參賽號碼布。各參賽者皆不能轉讓參賽號

碼布。在整個比賽過程中，各隊的其中一名隊員必須拿著獲分發的「公事

包」，並在主辦單位指定的接力區內用手把「公事包」交給另一位隊員。 

6. 每位參賽者只能代表自己的隊伍參與一個賽段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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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賽者必須獲得「鼠戰中環主辦單位」的批准才能由後補隊員取代。在比賽

當日，後補隊員必須聯同隊長於比賽開始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登記。如參賽隊

伍未能就有關更換參賽者的事宜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該參賽隊伍將

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8. 每位參賽者必須完成其賽段。如參賽隊伍的任何一名參賽者未能完成「鼠

戰」的任何賽段，該參賽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9. 若參賽者在比賽中途感到不適，可退出比賽。如有需要，參賽者可聯絡當值

工作人員要求協助。如參賽者於比賽開始後，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完成「鼠戰」

的任何一個賽段，包括但不限於因不適或意外而退出賽事，將會導致該參賽

隊伍被取消參賽資格。 

10. 除了太子大廈內的扶手電梯外，參賽者均不可在扶手電梯上賽跑。參賽者在

踏上扶手電梯後，必須停留在同一梯級上。違規者在扶手電梯上每移動一

級，將會被罰加30秒的罰時。參賽者均不可在以下「鼠戰」賽段內的扶手電

梯梯級上賽跑： 

a. 賽段四 --- 由歷山大廈二樓至一樓 

b. 賽段五 --- 由交易廣塲一樓至三樓的中央大廳 

c. 賽段六 --- 交易廣塲一期三樓至一樓的兩條扶手電梯 

d. 賽段七 --- 由怡和大廈地下至一樓 

11. 如參賽隊伍觸犯下列任何一項規則，如非另作說明，該隊的總完成時間將被

罰加30秒的罰時： 

a. 賽段一 

• 三次偷步 

• 在開始比賽訊號之前踏過起點 

• 未能穿越設於遮打道的「巨型美食障礙物」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二的隊員 

b. 賽段二   

• 未能穿越設於遮打道的巨型迷宮 

• 未能將紙球投入指定籃子内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三的隊員 

   c. 賽段三  

• 在扶手電梯上超越其他參賽者 

• 未能解開繩子上的所有繩結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四的參賽者 

d. 賽段四   

• 在扶手電梯上每移動一級 

• 未能計算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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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電子儀器（例如：計算機、智能電話、平板電腦等）

完成計算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五的參賽者 

e. 賽段五  

• 在扶手電梯上每移動一級 

• 未能累積 300 步，將被罰加 3分鐘的罰時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六的參賽者 

f. 賽段六  

• 在扶手電梯上每移動一級 

• 未能成功於起跑線上滑行至終點線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七的參賽者 

g. 賽段七  

• 在扶手電梯上每移動一級 

• 遺漏領取任何一件由主辦單位提供的物件 

• 未能成功通過怡和大廈外的窄橋 

•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交給賽段八的參賽者 

h. 賽段八  

• 遺漏領取由主辦單位提供的物件 

• 未能跨越「巨型美食障礙物」及帶同「公事包」跑往終點 

12. 如參賽隊伍未能在25分鐘内完成「鼠戰」，該隊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13. 大會鼓勵參賽者積極參與及爭取「 數碼芝士盃」大獎。 

14. 如欲參加「至醒鼠隊獎」，請於參賽當日完成登記後前往大堂佈幕前拍攝團

體照片。 

 

「鼠王爭霸戰」 

1. 於比賽當日，參賽者必須於上午 8 時 30 分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登記，未能於

指定時間內登記之參賽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每位「鼠王爭霸戰」的參賽者必須經過及完成設於「鼠戰」賽段一及賽段二的

障礙。 

3. 參賽者在「鼠王爭霸戰」比賽期間，必須全程戴上參賽號碼布及拿著獲分發

的「公事包」。各參賽者皆不能轉讓參賽號碼布。 

4. 參賽者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鞋及創意服飾或行政人員服裝。 

5. 參賽者必須獲得「鼠戰中環主辦單位」的批准，才可由後補參賽者取代。後

補參賽者須儘早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有關更換參賽者的事宜，並於比

賽當日早上 8 時 30 分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登記。 

6. 若參賽者在比賽中途感到不適，可退出比賽。如有需要，參賽者可聯絡當值



            
 

 

第四頁 

 

工作人員要求協助。如參賽者於比賽開始後，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完成「鼠王

爭霸戰」的任何一個賽段，包括但不限於因不適或意外而退出賽事，將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 

7. 如參賽者觸犯下列任何一項規則，其總完成時間將被罰加 30 秒的罰時： 

• 三次偷步 

• 在開始比賽訊號之前踏過起點 

• 未能跨越賽段一的「巨型美食障礙物」 

• 未能穿越賽段二的巨型迷宮 

• 未能將紙球投入指定籃子内 

• 未能先再跨越「巨型美食障礙物」，然後衝過終點 

 

 

「未來鼠王戰」 

1. 於比賽當日，各參賽者之家長或監護人必須於上午 10 時前親身到登記處為

參賽兒童登記，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登記之參賽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參賽者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鞋及創意服飾或運動服裝。 

3. 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必須全程戴上參賽號碼布，各參賽者皆不能轉讓參賽號碼

布。 

4. 參賽者必須於主辦單位指定之出入口進出所有障礙物，並完成所有比賽項目。

未能完成賽事之參賽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5. 參賽者必須獲得「鼠戰中環主辦單位」的批准，才可由後補參賽者取代。後

補參賽者須儘早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有關更換參賽者的事宜，並於比

賽當日上午 10 時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登記。 

6. 若參賽者在比賽中途感到不適，可退出比賽。如有需要，參賽者可聯絡當值

工作人員要求協助。如參賽者於比賽開始後，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完成「未來

鼠王戰」的任何一個賽段，包括但不限於因不適或意外而退出賽事，將會導

致該參賽者被取消參賽資格。 

7. 如參賽者觸犯下列任何一項規則，其總完成時間將被罰加 30 秒的罰時： 

• 三次偷步 

• 在開始比賽訊號之前踏過起點 

• 未能跨越設於遮打道的巨型美食障礙物 

• 未能將紙球放進指定籃子 

8. 如欲參加「至 Cute 豆丁鼠獎」，請於參賽當日完成登記後前往大堂佈幕前拍

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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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鼠戰」 

1. 報名表格上必須填上所有隊員的名字方視為填妥表格。 

2. 於比賽當日，參賽隊伍代表必須於早上 10 時前親身到登記處為自己的隊伍

登記，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登記之參賽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3. 參賽者必須穿著合適的運動鞋及創意服飾或運動服裝。 

4. 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必須全程戴上參賽號碼布，各參賽者皆不能轉讓參賽號碼

布。 

5. 參賽者必須於主辦單位指定之出入口進出所有障礙物，並完成所有比賽項目。

如參賽隊伍的任何一名參賽者未能完成「社福機構鼠戰」的任何賽段，該參

賽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6. 參賽者必須獲得「鼠戰中環主辦單位」的批准，才可由後補參賽者取代。後

補參賽者須儘早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有關更換參賽者的事宜，並於比

賽當日上午 10 時前親身前往登記處登記。 

7. 若參賽者在比賽中途感到不適，可退出比賽。如有需要，參賽者可聯絡當值

工作人員要求協助。如參賽者於比賽開始後，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完成「社福

機構鼠戰」的任何一個賽段，包括但不限於因不適或意外而退出賽事，將會

導致該參賽者被取消參賽資格。 

8. 如參賽者觸犯下列任何一項規則，其總完成時間將被罰加 30 秒的罰時： 

• 三次偷步 

• 在開始比賽訊號之前踏過起點 

• 第一位參賽者未能與隊友交接前完成巨型美食障礙物 

• 第一位參賽者未能把「公事包」交給第二位參賽者 

• 第二位參賽者未能帶同「公事包」跨越巨型美食障礙物 

• 第二位參賽者未能將紙球放進指定籃子 

 

獎項及證書 

1. 每位報名參加「鼠戰中環 2019」而又能完成整個賽事的參賽者均可獲發證

書一張。所有證書將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分發予「鼠王爭霸戰」及「未

來鼠王戰」參賽者、各「鼠戰」隊長及「社福機構鼠戰」的參賽隊伍代表。 

2. 頒獎典禮將於當日比賽完結後舉行。 

3. 為參賽者設立的各個獎項如下： 

i. 「至尊鼠王盃」－ 頒發給以最快時間完成「鼠王爭霸戰」的高級行政人

員 

ii. 「鼠戰盃」－ 頒發給以最快時間完成「鼠戰」的隊伍 

iii. 「社福機構鼠戰盃」－ 頒發給以最快時間完成「社福機構鼠戰」的隊伍 

iv. 「未來鼠王盃」－ 頒發給以最快時間完成「未來鼠王戰」的參賽者 



            
 

 

第六頁 

 

v. 「鼠戰精英大獎」－ 頒發給首 5 隊最快完成「鼠戰」的隊伍 

vi. 「鼠戰領袖大獎」－ 頒發給最能夠發揮領導作用的隊長 

vii. 「鼠戰善心大獎」－ 頒發給捐款額最高的隊伍 

viii. 「最具鼠戰精神獎」－ 頒發給最具團隊精神的隊伍 

ix. 「至靚老鼠獎」－ 頒發給衣著最具特色的參賽者 

x. 「至醒鼠隊獎」－ 頒發給衣著最獨特的隊伍 

xi. 「至 Cute 豆丁鼠獎」－ 頒發給衣著最具創意的 12 歲或以下兒童 

xii. 「至 Fun 社福機構啦啦隊獎」－ 頒發給衣著最獨特的社福機構啦啦隊

隊伍 

xiii. 「數碼芝士盃」－ 比賽完結後，在(一）「鼠戰中環」數碼芝士搶奪戰 及 

(二）「鼠王勇闖芝士陣」網上遊戲中累積最多芝士數量的隊伍將在賽事

當日贏取此獎項 

 

退出 

參賽隊伍或個別參賽者如欲退出「鼠戰中環 2019」的賽事，必須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或以前，以書面形式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在任何情況下，大會將不

會退回已收取的捐款。 

 

取消資格 

1. 任何參賽者如被發現擾亂或影響賽事的進行、或串通競爭隊伍或其他第三

方、或表現不合作或有違運動員操守、或作出任何有損「鼠戰中環」比賽精

神或規則或導致「鼠戰中環主辦單位」的聲譽受損或蒙受公眾批評或譴責的

行為，「鼠戰中環主辦單位」可以取消有關參賽者的參賽資格。 

2. 任何參賽者可因任何下列原因被取消參賽資格： 

i. 未能在接力區內把「公事包」傳遞給隊友； 

ii. 未能把「公事包」交還設在終點的指定位置； 

iii. 蓄意偏離賽道； 

iv. 蓄意傷害其他競爭對手； 

v. 蓄意傷害比賽裁判、計時員、義工、或旁觀者；或 

vi. 佩戴或持有可損害或傷害自己或他人或他人財物的物件。 

3. 如任何一位隊員被取消參賽資格，則有關參賽隊伍亦會被自動取消參賽資

格。 

4. 參賽者可能因犯規行為而被取消參賽資格。任何比賽裁判均擁有決定權施

加犯規的刑罰。若參賽隊伍觸犯下列的規則將會被施加犯規的刑罰： 

i. 任何代表參賽隊伍的人士或參賽者，以淫褻、不雅言辭、辱

罵的言辭或動作中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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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任何參賽者在沒有理據的情況下，挑戰或質疑任何比賽裁判

的裁決； 

iii. 在比賽途中，任何參賽者作出破壞性行為而導致任何財物的

損毀； 

iv. 任何參賽者有違運動員的操守，包括但不限於拉扯頭髮、咬

傷他人、奪取他人的面具、打架或對他人造成身體的損傷； 

v. 任何參賽者故意作出挑釁的行為，（包括以威嚇或辱罵的言

辭或動作或類似的行為）煽動其他競爭對手作出會被罰犯規

的行為；或 

vi. 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妨礙比賽裁判執行其職務。 

5. 如任何參賽者因犯規被罰後仍繼續觸犯規則，將會被取消其參賽資格。即

使犯規者並非任何參賽隊伍的登記隊員或參賽者，但卻以代表有關參賽隊

伍或參賽者的身份觸犯規則，有關隊伍或參賽者仍須就犯規者每次犯規而

被施加刑罰。 

 

個人健康與風險 

1. 參賽者應於比賽前進行充足的練習及團隊建立的準備。 

2. 任何懷孕或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臟病或高血壓的人士，皆不應參賽。「鼠戰

中環主辦單位」如得悉或懷疑任何參賽者的體能不適宜參賽，將保留取消

有關參賽者參賽資格的權利。 

3. 所有參賽者須確保自己的身體狀況適宜參賽。參賽者必須遵守及接受參賽

條款及細則，並遵從在「鼠戰中環 2019」賽前及賽事期間，工作人員就

參賽者能否安全參賽而作出的任何判決。 

4. 一家義務醫療服務供應商將為賽事提供醫療支援；該供應商或會被召到場

提供協助。參賽者必須同意接受有關醫護人員的治理及對其體能是否可以

參加或繼續比賽的醫療決定。 

 

保險及責任事宜 

1. 「鼠戰中環主辦單位」只會承擔公眾責任保險。所有參賽者於賽事期間須

自行承擔個人保險包括意外保險。 

2. 參賽者必須明白參加障礙競技比賽相關的潛在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絆倒、

與其他參賽者、義工或旁觀者發生身體碰撞、比賽路線沿途及周遭危險的

交通狀況和危險的賽道狀況，以及惡劣的天氣情況（包括高溫及潮濕）。

所有參賽者必須自行承擔參加賽事的風險，並不能要求「鼠戰中環主辦單

位」、或任何贊助商、或支持機構、或任何他們的合作夥伴、僱員或支持

者就任何損傷、死亡、傷殘、意外、財物的損失、遺失或毀壞或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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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損失或索償負上責任，不論這些事情是因意外或不幸事故或任何與賽

事相關的原因所致，或是在賽事或賽後期間或準備賽事時或其他時間發生。 

3. 「鼠戰中環主辦單位」將不會提供任何貯物設施，亦不會為任何個人財物

損失或損壞負上責任。參賽者必須自行負責所攜帶進入賽事範圍，包括貴

重物件在內的所有財物。 

4. 「鼠戰中環主辦單位」、贊助商、合作夥伴、僱員及支持者不會就參賽者因

參加賽事而直接或間接引致之任何法律責任或損失負上責任。此外，「鼠

戰中環主辦單位」及其贊助商並不會就任何個人物件及設備的損失或損壞

負上責任。 

5. 每位參賽者及／或任何其授權代表之代理人，必須豁免及放棄追討「鼠戰

中環主辦單位」、其贊助商、合作夥伴、僱員及支持者，任何及各種因參

賽者參加賽事而引致有關的賠償及法律責任，即使有關法律責任為上述任

何一方的疏忽或不履行契約所引致的。 

 

肖像權 

1. 所有參賽者(包括「未來鼠王戰」參賽者及「社福機構鼠戰」未滿 18 歲參

賽者的家長/監護人)必須同意被攝錄在有關「鼠戰中環」的相片及錄像中，

並用於任何、整個或部份的電視節目、電影、錄像、網站、廣播及／或所

有性質的報刊及現有或日後所製作的所有與此項目有關的媒體及模式。 

2. 所有參賽者(包括「未來鼠王戰」參賽者及「社福機構鼠戰」未滿 18 歲參

賽者的家長/監護人)必須同意以任何方式使用或複製其名字、肖像、外觀

及相片、影片及錄音，並用於所有媒體中以作廣告、宣傳及其他有關推廣

「鼠戰中環」及有關「鼠戰中環」的商業利益。 

 

裁决事宣 

如有任何有關賽果事宜，可於比賽當日頒獎禮前通知「鼠戰中環主辦單位」（何

子澎先生）。 

 

賽事取消 

假如出現惡劣天氣或天文台於比賽當日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三號或

以上之颱風訊號，主辦單位保留取消賽事的權利。倘若發生以上情況，主辦單

位將於賽事舉行當天上午 6 時前，透過官方網站

（www.CENTRALratrace.com）公布。如賽事被取消，「鼠戰中環 2019」所籌

得的捐款將全數撥捐「思健」，並不設退款。 

 

「鼠戰中環主辦單位」保留一切有關更改、演繹賽事規例及守則的權利，而無須作出任何通知。 

http://www.centralratra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