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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即使再熱，不難發現街上總有人揮汗練跑，
香港熱衷跑步的人愈來愈多，其中不少更為追求
新體驗，到外國參加馬拉松比賽，寓跑步於旅
遊，由雙腳帶路欣賞異國風光，已成為新潮流。
海外跑愈見流行，跑手更愈去愈「山旮旯」（音︰山
卡啦），幾個香港跑友近日挑戰自我，去到偏遠
的中亞國家哈薩克，越過山野泥路，完成一場艱
辛又難忘的馬拉松賽。
跑手到海外參賽的熱情，正聚沙成塔形成新商
機：比賽搞手之一Kris是居港比利時人，今年為
亞洲逾20個長跑比賽統籌推廣，招攬外國跑手參
加，壯大了賽事規模和收益，自己也從中取得不
俗分紅；旅行社東瀛遊亦趕上潮流，推出特色跑
步比賽團分一杯羹。
跑步熱升溫，有體育網站統計，2010年香港僅有
44項長跑、馬拉松和越野賽賽事，但去年已急增
2倍多至113項，當中不乏以慈善籌款為目的。社
企「全城街馬」以嘉年華形式舉辦跑賽，至今三項
比賽共籌得逾400
萬元善款，成績亮
麗，但創辦人梁百
行說，與外國大賽
以億元計的籌款相
比，香港賽事要從
後追上，仍是漫漫
長路。

撰文︰梁子康
攝影︰郭紫珊
美術︰高卓威
部分圖片來源︰法新社、互聯網

哈薩克直擊

哈薩克
首都：阿斯塔納（Astana）
面積：�272.49萬平方公里（世界第九）
人口︰�1,795萬人
小知識：
‧�世界最大內陸國，全國逾六成土地蘊藏油氣資源
‧�前蘇聯衞星國之一，人口六成是哈薩克族（Kazakh）、約兩成是俄
羅斯族

前往方法︰�阿斯塔納航空（Air�Astana）設香港來往阿拉木圖航班

全港長跑賽事數目#
年份 數目
2010 44
2011 81
2012 106
2013 88
2014 113
2015 83

#賽事數目包括長跑、馬拉松和越野賽事
資料來源︰Sportsoho網站

中國

俄羅斯

哈薩克

阿斯塔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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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跑邊賞文化古迹
景點、聯合國世界文化遺址Tamgaly 

Tas，離阿拉木圖約3小時車程，至

今已舉辦7年，參加者約兩成為外國

跑手。當地河谷兩旁的巨石，刻有佛

像圖案，亦有巨型岩雕，何時由誰人

刻上至今仍是個謎，跑手沿着河谷比

賽，可在藍天綠草下欣賞文化奇觀。

露營一晚翌日開跑
比賽在早上6時半開跑，由於起

跑點遠離市區，主辦單位安排部分本

地和海外跑手提前一日前往比賽場

地，逾200個選手帶着睡袋、帳篷和

食物，坐上4架旅遊巴出發。車上除

了當地人面孔，還有來自美國、歐

洲和鄰近中亞國家，當中不乏港人

身影。4位香港跑手Ivan、Esther、

Fion和Etienne，曾多次參加海外跑

賽，以往從未到過哈薩克，這次為了

參賽，首次見識阿拉木圖的風光（見

下頁）。

起點營地是一片草地，沒有住宿

和煮食設施，到達當日還迎來一場大

雨。跑手們舟車勞動後，開始在濕草

地上紮營和排隊拿選手包，當地政府

和賽會特意安排幾個攤檔，讓跑手購

買跑步用品和特色擺設。

政府支持商販擺檔
梅亞什夫婦賣小擺設的檔仔最受

歡迎，細問下原來他們是首次來擺

檔，對跑手支持都甚覺意外：「我們

本身是做樂器和手工藝，政府支持我

們來這兒擺檔，宣傳我們的文化，想

不到很多人都買一兩件，生意也不

錯。」　晚上跑手到齊後，賽會開簡

介會介紹路綫，又特意為跑手煮羊肉

等當地菜和白飯，讓他們補充能量，

也一嚐當地菜式。野外日夜溫差大，

但在微涼的夜空下，也能感受到當地

人的暖意：有當軍人的哈薩克參賽

者，即場堆柴生火讓其他人取暖和晾

乾衣物，跑手們趁機互相交流、學當

地語言，言談甚歡，運動成為他們之

間的世界語言。

香港跑手順利完賽
不過在濕透的帳營內，陣陣寒意

來襲，跑手們都難以安睡，幾個香港

跑手5點多已起床熱身，準備比賽。

為了給跑手更多精神上的鼓勵，

賽會獲能量飲品贊助，特意請來DJ

打碟，播放派對音樂提升氣氛。比賽

未開始，跑手已聚集在起點，戰意高

昂，很多跑手的家人也到現場打氣。

全長50公里的賽道，早上6點半鳴槍

後正式開始，因為前一日下大雨，令

本已崎嶇的賽道更添難度，跑手上山

落山、橫過溪澗時都顯得小心翼翼。

比賽到約正午時分，所有跑手

都已完成一半賽事，氣溫升至約30

度，檢查站準備好香蕉清水給跑手補

充。跟不上的跑手，開始慢下來順便

欣賞世界文化遺址的難得風景，工作

人員以免有人迷路掉隊，駕車沿路檢

查。幾個香港跑手陸續完成50公里

比賽，首次參加海外賽事即挑戰成

功，雖然未能獲獎，但意義重大。

▲
�比賽前一晚，梅亞什夫婦開攤檔售賣樂器、擺設等紀念品。

▲�比賽地點Tamgaly�Tas，意思是「有標記的石頭」，是聯合國世界
文化遺址，印有佛像的石畫雕刻，來源和歷史仍然是謎。傳說指
是16世紀時由一班佛教徒刻上。

跑遊哈薩克
1.  報名搶位
������留意官網報名日期搶位。今次50

公里比賽，報名費為50美元（約
390港元）。比賽如非熱門地，要
留意比賽前航空公司班次、需否
轉機。

報名費︰390元
來回機票︰約7,000元

2. 預訂住宿
������想慳錢可預先找其他選手合份租

房，如今次跑手就在網站Airbnb
訂了一間整潔公寓，又可體驗當
地民居生活。

兩晚宿費︰約1,200元

3. 計劃交通
�������比賽地未必接近市中

心，跑手今次就要提早
一日，搭3小時巴士到
起點營地。

交通費︰約200元

4. 賽前預備
������海外跑手不熟悉當地路綫，只

靠沿途路標指示方向未必穩
妥，賽前要聽清簡介，以免走
錯路。

5. 露天度宿
������起點營地沒有住宿和煮食設

施，跑手要自行紮營和食乾
糧。比賽前一晚下大雨，感覺
並不舒服。

物資、食物︰約200元

6. 正式比賽
������早上6點半天未光，50公里賽事開跑。正午時

分烈日當空，很多跑手都仍在努力當中，直至
下午5點半、比賽開始後11小時，最後一位跑
手終抵達終點。

哈薩克舊都阿拉木圖（Almaty），

是該國金融經濟中心，近日

和北京爭辦2022年冬奧，僅以些微

票數惜敗，知名度隨之大增。不過

阿拉木圖更著名的，還是其奇特地

貌，因從市中心出發，數小時車程

就可看到天山山脈、大峽谷、內陸

湖等湖光山色。有當地體育組織便將

景點串連舉辦跑步賽，吸引了不少海

外跑手參賽順道遊覽。當地人愛玩冬

季運動，跑步也是熱門項目，每年阿

拉木圖均會舉行國際馬拉松賽，吸

引逾萬名當地跑手參賽。今次記者

直擊的Tengri越野賽，比賽地是著名

▲�Fion是其中一位參賽的香港女跑手。

每人比賽支出︰
約8,990元

（未計其他旅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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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是香港跑手中第一個完成，

時間用了7小時多，很難想像標準身

形的他，自小都是肥仔一個，腰腹間

曾積滿贅肉，高峰期重240磅，7年

前他決心減磅，從此堅持每日跑步，

結果一年內激減40磅，還漸漸成為

興趣，感染身邊朋友：「他們最驚訝

的是，原來跑步真是得（減肥），仲

會一齊去練跑。」

這次哈薩克的跑道，不乏上山落

斜的崎嶇路段，但他跑起來也應付自

如，難以想像他曾因畏高而懼怕行

山。這幾年他克服障礙，參加了多個

山賽，去年更首次到日本參加環富士

山超級越野賽（UTMF）比賽。

單是合資格參加UTMF賽事已是

一項殊榮，事關參賽者須在兩年內完

成數個山賽，累積到足夠分數才有報

名資格，同時這賽道全長161公里，

非一般OL 珍惜郊外遊
今次比賽全長約50公里，只有

10多名女參賽者，來自香港的佔了2

名。兩名哈薩克「本地薑」衝綫後十

多分鐘，當來自香港的Esther笑着跑

到終點時，大家都以為她第三名衝

綫，誰知卻是「食詐糊」，面色發白

的她喘着氣笑說：「我有咁勁？我唔

熟路跑短了，無去到一個檢查站。」

最後雖因跑錯路被取消資格，但首次

到海外參賽的她，已經感到滿意。

做文職的Esther，自小都不太

熱衷運動，8年前她跟朋友柴娃娃到

家樂徑行山，認識到一班熱愛跑步

的跑友，結果興趣一發不可收拾，

開始在網上尋找更多跑友同好，「以

前覺得做運動好唔方便，但跑步好

Casual，一個人跑也可，又可以識

到好多朋友。去唔同地方跑，每次見

到新的事物都覺驚喜。」像Esther這

樣的女生跑手為數不少︰「前幾年無

咁多女仔可以一齊（訓練），亦多年

紀過30歲的，但現在都見多了後生

一點的朋友，有比賽見過兩、三成係

女仔。」平日她下班後練跑，周末幾

乎都在郊外訓練，每星期跑上幾十公

里，參加的比賽也由最初10公里、

賽事參賽者以當地人為主，但

也見到不少歐美面孔，來自美國的

Orianne，曾去過柬埔寨吳哥窟、韓

國等海外賽事參賽，但今次她倍覺異

鄉温暖：「檢查站義工見你走近，會

主動拿你的水瓶裝滿水；有人傷患復

發要食止痛藥，其他跑手會幫忙斟水

吃藥。」五湖四海的跑手，在挑戰自

我同時，也互相扶持。

Orianne本身在美國當律

師，兩年前到北京工作當法

律顧問：「我最初是有興

趣去看中國法律制度，

後來發現有太多事可觀

察和了解。」一年後她

合約期滿，選擇留在北

京，跑出新天地，自由

身的她除了練跑，也是一

個作家，最近還寫了本中港

關係的小說。

平日她在北京參加跑會訓練，周

末就隨教練到市郊練跑，她說每次跑

步能挑戰目標，都是鼓勵她追隨夢想

的動力，她笑說：「所以我不當律師

去當作家。」Orianne說北京污染嚴

重，她經常要取消訓練甚至比賽，早

前在網上見到哈薩克比賽場地的自

然風光和山景，自然深深被吸引：

「我不太喜歡北京空氣，周

邊城市一路發展，郊外

和大自然也消失得快，

即使是空氣較好的夏

天。為何不參賽，順

便到外國玩？」

半馬項目，近年跑上癮，轉戰更具

挑戰的全馬和長距離山賽：「城市太

逼了，（香港人）珍惜郊外同運動空

間，是一件好事。」

鐵一般的意志
Fion（圖左）是其中一名香港女選

手，比賽第一圈25公里，她剛好在限時

內完成，但餘下賽程她因體能不足，惟

靠意志堅持完成。圖為她和其他幾個女

選手，漫山跑了11小時後，終一起回到

終點衝綫。

法籍IT男 走出傷患
來自法國的Etienne，在香港定

居快5年，從事科技行業。熱愛打欖

球的他幾年前在球賽中受傷，膝部

一直有舊患，去年9月才開始跑步訓

練，每星期一至兩次。這位愛上跑步

的新手，第四個比賽已跑出香港前赴

哈薩克：「我有段時間很懶惰，找不

到動力（運動），但跑步給到我一個

原因去堅持。」

去年Etienne朋友找他一起參加

跑賽，他才開始穿起跑鞋練習。僅短

短4個月，就膽粗粗挑戰難度極高的

HK100公里越野賽，他笑說︰「因為

在城市石屎平路練跑，好悶很沒趣，

所以就跑山了。」結果跑齡比他長的

朋友都中途放棄，他卻一路走了23

個小時往終點，完成後雖然累到站不

起來、雙腳翌日貼滿藥布，卻重新找

到運動的快樂。

比賽當日，Etienne本來和Ivan

叮噹馬頭，最後因體力不足，比Ivan

慢約1小時完成。他說今次到海外在

不熟悉環境比賽，能完成已經達到目

標。

跑手圍着富士山跑一圈，和歐洲著

名的環白朗峰超級越野賽（UTMB）齊

名，每年都吸引到全球逾1,000名好

手參加。

不過運動員總是越難越愛，艱辛

的UTMF賽事從此勾起他到其他國家

參賽的跑癮：「一路跑步可以一路睇

到整個富士山的靚景，是平時旅遊做

不到的。不過從預算來看說，一年玩

兩個外國比賽就足夠，而且香港都有

好多（賽事）可以玩，身體都要時間

儲備體能和復元。」

這兩年Ivan比賽和訓練，承受極

高的運動量，身體負荷大增，傷病亦

隨之而來。去年他左膝曾受傷，要減

少比賽和訓練，心態亦有所調整：

「無以前咁搏命，好似今次比賽前一

日要露營，訓得唔太好，預計到成績

唔會好，但最緊要玩得開心。」

Esther
跑齡︰8年

Etienne
跑齡︰10個月

Ivan
跑齡︰7年

Orianne
跑齡︰5年

美國律師 跑出自由夢

克服畏高 肥仔變Fit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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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賽事是去年才創立的「亞洲

越野大師」系列賽（ATM）第7站，首

站賽事今年2月已在香港舉行，其餘

22站比賽，已陸續在亞洲各國如緬

甸、馬來西亞、蒙古等展開。這個系

列賽，由一家香港運動公司負責統

籌，創辦人是居港比利時人Kris Van 

De Velde。Kris出身體育世家，讀書

時是全國青年田徑冠軍，爺爺也曾代

表國家單車隊參加世界賽事。大學畢

業後，Kris當過體育記者，後來轉到

歐洲央行做繙譯工作，5年前他為學

習中國文化，竟然辭職走到中國學普

通話，在北京一間體育賽事公司工

作，開始累積策劃運動比賽經驗。

系列形式吸引跑手
兩年前Kris來到香港自立門戶，

成立體育公司Kuai Sports（Kuai音譯

「鬼」 ），最初只是舉辦海外跑步、單

車訓練營。去年他留意到亞洲各地，

都有特色越野跑步賽事，但大多都是

本地跑手參加，於是Kris想到說服不

同比賽的主辦單位，加入成「亞洲越

野大師」系列賽成員，由他負責宣傳

推廣賽事，吸引海外跑手參賽，他則

取部分收益作分紅：「最初我向不同

搞手推銷時，沒人明白為甚麼要答應

我。我解釋只要跑手接觸到『系列

賽』其中一項賽事，就有機會留意到

其他比賽，吸引他們去旅遊參賽，比

賽規模和人數就可以壯大。」以這次

哈薩克賽事為例，200多位跑手中，

逾半是參與50公里賽事，報名費50

美元（約390港元），粗略估計賽事收

入超過8,000美元（約6.24萬港元）。

目前系列賽宣傳，主要靠網上社

交媒體如Facebook，和跑步團體和

刊物等。Kris說每項賽事，都會找專

業攝影師拍照，再分享給跑手，希

望賽事發揮「Viral Power」，如病毒

般在社交媒體傳播：「他們（跑手）喜

愛將相片放在社交網，轉做個人照

片，這可以慢慢接觸到他們的朋友

圈，留意到我們其他賽事。不過

這仍需時間，目前賽事平均約九成半

參加者，仍是本地跑手。」

現時23站賽事中，中國佔最多

共5站。Kris笑說他這個識中文的老

外，在內地談合作特別容易，最近

亦有賽事主動接觸，要求加入系列

賽。Kris說在內地辦賽事，還有一個

願景：「當然我想推廣跑步運動，不

同國家選手參加跑賽，可一起交流分

享。但你留意到很多賽事我都選擇在

郊外辦，而不是城市馬拉松。因為我

希望能帶出保護環境意識。我來香港

都是因為北京空氣太差！」

辦賽之餘推廣環保
今次和Kris合作、主辦哈薩克站

的Timo，也是前國家隊成員。Kris說

Timo參加過4屆亞洲賽，計劃賽事特

別周詳，不過當日也有跑手認為賽道

難度高，路標不清晰易走錯路，大會

在補給站沒提供運動飲料，令跑手比

賽更吃力。Kris說會檢討安排，而其

他國家賽事，也非事事順利：「如籌

備泰國站時，就遇上當地政府反對，

覺得比賽會影響附近神明。」

▲ �哈薩克站負責人Timo，比
賽前兩日已到現場打點。
他說明年會因應跑手意
見，調整賽道難度。

▲�Kris今年過着「空中飛人」
生活，輪流到比賽地點
工作。他大讚香港賽事
和其他國家相比，已經
相當完善。

日本跑步團 團費$9,000起

跑友到海外參賽順道旅遊，幾晚

住宿、用餐購物，消費至少數千元。

想到國外參賽，自己報名預訂行程固

然自由，但國際比賽有時一票難求，

甚至要抽籤決定，有旅行社看中跑手

需求，保證成功報名、安排食宿，開

拓馬拉松旅行團市場。

東瀛遊（06882）4年前開始加入

戰團，每年約有7個馬拉松團成行，

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和歐洲，每團約

20至80人參加。執行董事禤國全

指，海外賽事開跑時間較晚，安排更

人性化，觀眾熱情和比賽氣氛，亦吸

引港人參賽，而且旅行社可和賽會協

商預留名額，部分大賽如今年10月

柏林馬拉松，9天團費約2萬元，50

個名額甫推出，就有跑會包團參加；

近日推出團費2.5萬元的法國武鐸紅

酒馬拉松賽，跑手可邊比賽邊吃鵝肝

喝紅酒、途經多個酒莊，亦火速額

滿。

禤國全說為了增加旅團的專業

性，找來著名長跑教練馮華添帶隊，

並按他意見作出符合跑手需要的旅團

安排，如入住最接近比賽地的酒店、

賽前提醒餐廳準備足夠白飯，讓跑手

補充碳水化合物、賽後安排輕鬆活動

如浸溫泉等。

擬辦女子馬拉松團
至於另一馬拉松熱門地日本，每

年有200多場比賽進行，日圓下跌後

團費最便宜9,000元起，更刺激跑手

去日本意欲。禤國全說當地近年掀起

馬拉松熱潮，除了東京、大阪等大路

選擇外，亦會在旅遊旺季如櫻花季

節，挑選具特色的目的地，明年初他

就計劃推出女子馬拉松團：「女性運

動市場有很大潛力，幾年前參加跑步

比賽的團友，男女比例約是七三比，

宜家已經是一半一半。日本城市如

名古屋，就有專給女士參加的馬拉

松。」

跑手若嫌跟團行程未必合心意，

坊間其他旅行社亦有推出套票等選

擇，讓跑手自行安排行程。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指，保證成功參賽，
是馬拉松旅行團吸引之處。

部分馬拉松旅行團資料
旅行社 東瀛遊 美和 近畿國際旅行社（香港）
賽事 法國武鐸紅酒馬拉松 韓國春川馬拉松 大阪馬拉松

特色
 著名長跑教練馮華添帶隊  欣賞10月南怡島紅葉   套票形式、可自由計

劃行程
  參觀波爾多最古老紅酒城
和酒莊  賽後安排到温泉樂園   可選搭廉航節省支出

價錢 約2.5萬元�（9日8夜） 約4,880元��（4日3夜） 9,900元起（5日4夜）
註︰以旅行社公布為準

居港老外 越野賽幕後搞手 ▲

�日本每年舉行逾200場馬拉松比賽。



■韓國三八線
特點：
‧�賽道設於南北韓
三八線停戰區

‧�影相位包括坦克
車、當地南韓軍人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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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跑馬」裝備
相對其他運動而言，跑步算是花費較少、豐儉由人的一種，一對鞋

加T恤短褲，也可隨時起跑。不過香港跑友裝備愈來愈講究，尤其是長
跑愛好者，隨時花萬元起步。想長跑長有，跑步用品店iRunners董事譚
根榮教路，如何善用裝備和科技產品，減少受傷機會。

■跑袖
‧�夏天可防曬和防紫外綫
（UV）

‧冬天有保暖作用
普遍售價：100元至500元

10個你不知的「山旮旯」馬拉松

■南極馬拉松
特點：
‧地球最南跑步賽事、全長100公里
‧�需穿多層禦寒衣物和戴眼罩
難度︰☆☆☆☆☆

■太陽眼鏡
‧選擇運動型和防紫外綫眼鏡
‧運動後用水清洗及抹乾
普遍售價：400元至3,000元

■跑褲
‧�輕身透氣為佳，短褲管較不
阻礙跑步

普遍售價：100元至400元

■跑衣
‧�因應天氣，選擇穿背
心、短袖或長袖跑衣

‧�物料以排汗透氣、輕盈
鬆身為佳

普遍售價：100元至500元

■運動錶
‧�幫助調整配速和節
奏，也可記錄路程供
日後參考

‧�約2 , 0 0 0元的運動
錶，已包括GPS、藍
芽、量度步速、心跳
等功能

普遍售價：
1,000元至5,000元

■壓力褲
‧�加快腿部血液循環，適
合秋冬時分穿着

‧減慢乳酸堆積速度
普遍售價：
700元至1,500元

■跑鞋
‧�了解自己腳型的內旋（膝蓋向內側）
和外旋程度，再選擇適合的避震跑
鞋

‧�體重較重、比賽距離越長，可穿保
護性較強的厚底鞋

‧�如果跑山或爛路，應買「抓地」能力
更好的跑鞋

‧比賽時不應穿新跑鞋
普遍售價：700元至2,000元

■腳套
‧保護較易抽筋的小腿
‧天氣較熱也可穿着
普遍售價：600元至800元

註︰5☆為最難，1☆為最易
資料及相片提供：美和旅行社、東瀛遊、梁百行

香港 Nike攻女性市場
去年尾開幕的銅鑼灣Nike跑步體驗店，客人可寄存行李和借用
器材跑步。體驗店最近推出8星期入門訓練課程，專為想學跑
的女士而設，其他活動還包括到鄰近社區夜跑，星級導師包括
著名跑手陳偉豪。

台北 首創跑步餐廳
去年台北開設首間跑步餐廳「Rest�&�Run」，菜式設計標榜營養
均衡、給跑手運動後補充能量和營養。最貼心是店內有儲物櫃租
用和淋浴間，方便跑手寄存物品和梳洗，使用這兩項設施收費約
300元新台幣（約74港元），部分還可抵銷用餐費。餐廳亦設捐款項
目，讓客人資助年輕跑手訓練和比賽。　
網址：http://www.rest-and-run.com

內地 職業陪跑員興起
在內地大城市，跑步愛好者愈來愈多，「陪跑族」應運
而生。有退伍軍人和健身教練，專門陪客人跑步聊天減
壓，每小時收費由數十元至過百元不等。他們亦會利用
專業知識，安排訓練計劃和改善客人飲食生活習慣。有
正職的上班族，下班後做陪跑員，每月可多賺數千元人
民幣外快。

■法國波爾多
特點：
‧跑經著名紅酒重鎮波爾多武鐸區
‧�補給站提供芝士、鵝肝醬等美食
難度︰☆

■韓國慶州
特點：
‧�每年 3至 4月舉
行，可欣賞櫻花

難度︰☆

■法國霞慕尼
 （Chamonix）
特點：
‧位於高海拔、氧氣濃度較低
‧可欣賞歐洲屋脊白朗峰雪景
難度︰☆☆☆☆

■以色列耶路撒冷
特點：
‧途經千年聖城
‧大部分為上落斜路段
難度︰☆☆☆

■撒哈拉沙漠
特點：
‧四大極地馬拉松之一
‧�全長250公里、橫跨七日
六夜

難度︰☆☆☆☆☆

■珠穆朗馬峰
 （Tenzing Hillary
 Everest Marathon） 
特點：
‧�全球海拔最高賽事，冒高山
症、低體症風險

‧�跑手需須提早15天到起點
適應環境

難度︰☆☆☆☆☆

■柬埔寨吳哥窟 
特點：
‧�途經吳哥窟世界歷史遺迹
‧�有賽事收益捐助給柬埔寨地
雷受害者

難度︰☆☆

■台灣太魯閣 
特點：
‧�可欣賞太魯閣國家
公園峽谷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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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渣打馬拉松，都是本港跑界

焦點所在，但相比外國幾大城市馬拉

松賽，香港渣馬慈善元素則顯得薄

弱，過去平均每年籌得約244萬善款

（見右文）。兩年前成立的社企全城

街馬，向外國賽事取經，打正旗號用

慈善掛帥，又加入嘉年華等玩樂元

素，新鮮玩法獲坊間和跑手好評。社

企成立一年多舉辦過三項賽事，總善

款已逾400萬元。

創辦人梁百行（Andes），是名副

其實的跑步發燒友，每月他都自費到

外國參加馬拉松賽事，足迹踏遍五大

洲，又去過戈壁沙漠等不毛之地，挑

戰橫跨7天的超級馬拉松。本身是啤

酒公司高層的Andes，兩年前索性辭

職，將興趣轉化為新事業，和朋友創

辦社企舉行慈善跑賽。

輕鬆氣氛跑友同樂
全城街馬成名作，是已舉行兩屆

的九龍東街馬賽事，共吸引逾1.3萬

人參加。賽事吸引之處，是跑手能在

平日觀塘上班族必經的商貿區街道比

賽，沿途有義工表演打氣；賽後又加

梁百行�Andes
曾是啤酒公司高層，熱愛跑步，去過東
京、香格里拉、烏干達、南極等地參加
馬拉松比賽。前年和好友張亮、魏華星
創辦社企「全城街馬」。

入玩具主題嘉年華元素，讓跑手帶

同親友玩樂。Andes說去過日本東京

跑馬拉松，單是圍觀的人已超過100

萬，他一直嚮往香港賽事能營造如此

氛圍：「圍觀的有一家大小，會和跑

手擊掌鼓勵，又遞食物飲品。如果比

賽可以好似嘉年華，賽後有其他活動

玩，市民會更大誘因去參加。」

全城街馬會將大部分收益捐贈給

慈善機構和青少年跑步培訓計劃，跑

手報名時亦可選擇將報名費直接捐贈

給受助機構。Andes認為香港跑步賽

事愈辦愈多，熱潮仍在升溫，可參考

這個做法增強慈善效果：「倫敦馬拉

松去年就籌到6億（港元）善款，打破

世界紀錄。我們不是第一個做這件

事，但要讓多些跑手留意到，他們可

以有這選擇。」

贊助商賺品牌形象
現在全城街馬有14個全職員工，

舉辦一場賽事，事前準備至少半年：

寫計劃書、申請封路、和沿途大廈溝

通；比賽日又要安排水馬、鐵欄、路

障等物資，成本時間不菲。Andes說

按經驗，僅靠報名費肯定回不了本，

必須要靠贊助商的資助支持賽事。

▲ �下月全城街馬在中環
海濱舉辦賽事，事前
籌備功夫就花上半
年。梁百行希望下個
比賽，可走入商貿區
街道。

▲�梁百行嚮往香港跑賽，能營造如日本東京馬
拉松的氣氛。他也曾去過烏干達、戈壁沙漠
等地參賽。

世界六大馬拉松和香港渣馬比較
地點 香港 東京 波士頓 倫敦 柏林 芝加哥 紐約

馬拉松參賽人數 約7.3萬 約3.5萬 約3.2萬 約3.5萬 約2.8萬 約4萬 約5萬

估計圍觀人數 不詳 110萬 50萬 75萬 100萬 150萬 200萬

籌得善款（港元） 4,400萬* 1,915萬 2.98億 6.38億 不詳 1.37億 2.67億

估計經濟效益（港元） 不詳 17.07億 13.62億 13.21億 7.42億 19.61億 26.35億
*為歷年賽事總善款

全城街馬「跑住玩」籌款勝渣馬

香港渣打馬拉松明年將踏入20周年，參賽總人數年

年創新高，今年達7.3萬，比世界六大馬拉松賽事（World 

Marathon Majors，在6個大城市包括紐約、芝加哥、柏

林、波士頓、倫敦、東京舉行）還要多，但籌得的善款數

字，仍是遠遠落後。

據大會公布，渣馬賽事截至去年，共籌得超過4,400萬

元善款，平均每年籌得約244萬。不過即使「六大」中籌款

額最低的東京馬拉松，參加人數僅為渣馬一半，去年亦籌

得約1,915萬元，已接近是渣馬歷年善款的一半。

「六大」賽事去年籌得合共逾15億港元，其中倫敦馬拉

松更籌得近6億港元，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籌款有法，關

鍵是跑手資格由抽籤決定，想保證能參賽，報名時可選擇

「charity entry」多捐錢留位，善款數字自然年年上升。而渣

馬跑手報名是先到先得，雖跑手可選擇額外捐款，不過按

往績來看，似乎就不太踴躍了。

主辦賽事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近年亦多番被質疑未

有公開賽事帳目欠透明度。去年民政事務局前局長曾德成

曾幫口回應，說根據田總提供資料，渣馬收入主要用作籌

辦馬拉松賽事，帳目亦按《公司條例》規管，已經足夠。

渣馬人氣強 為何善款低？

▲�柏林馬拉松賽道途經地標之一柏林圍牆。

全城街馬下月在中環舉行海濱

賽，就得到太陽國際金融冠名贊助，

吸引到8,000人參賽，他透露今次賽

後嘉年華，暫定會和荔園合作，派代

幣給跑手玩攤位遊戲，香港摩天輪亦

會贊助失明跑手上摩天輪遊玩︰「跑

步賽形象正面，贊助商亦覺得係一種

CSR（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創造好

的價值，大家雙贏。」

WIN

WIN

WIN

WIN

▲�全城街馬設青少年跑步計
劃，早前Andes和學員一起去
澳洲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