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會程序  

09:30  賽事中心開放 

10:30 開始出發、賽區開放、終點開放 

11:45 起點關閉 

13:30 賽區關閉、終點關閉 

2015 全 A-Control  
沿徑定向精確賽 
賽員須知 
比賽資料  

主辦：香港定向總會 

日期：2015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  

地點：蝴蝶灣公園 

型式：沿徑定向精確賽 (PreO)，按序到訪控制點，並設有計時控制點 (Timed Control) 

地圖：比例 1:4000、等高線間距 2米、 

2015年 8 月修訂版 ISSOM2007標準地圖及國際控制點提示符號  

賽事規則：賽事採用國際定向聯盟 Competition Rules for IOF Trail Orienteering Events (2015) 及

香港定向總會定向賽事則例 

獎項：各組別設有冠、亞、季軍，如該組少過 10人/組則只頒第一名 

 

賽事控制員：何進豪  

賽事主任：馮潔齡 

賽程設計員：李德根 

裁判：梁智恒、鄺文輝、朱錦鴻 

賽前查詢電話 ： 2504 8112（辦公時間）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 9687 1126  

嚴禁代跑，一經發現，雙方賽員均會被取消賽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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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各組成績公佈 

14:00 頒獎  

14:15  賽事結束  

大會程序如有更改, 以賽事當日大會公佈為準 

 

交通安排 

1. 賽會不安排交通，賽員須自行前往賽事中心。 

2. 賽員可乘以下公共交通： 

- 港鐵西鐵線到 屯門站 或 兆康站，轉乘輕鐵，於美樂站下車 

( 輕鐵路線圖 : http://www.mtr.com.hk/chi/getting_around/images/LR_routemap.pdf  ) 

- 專線小巴 44、44B1、新巴 962X、九巴 259D於 美樂花園下車 

- 九巴 59A、59M、259B 於 蝴蝶邨蝶心樓下車 

- 九巴 59X 於屯門碼頭總站下車 

( 查詢：九巴 27454466  www.kmb.hk ；新巴 28730818   www.citybus.com.hk  ) 

3. 下車後沿湖翠路向屯門碼頭方向步行(59X 下車後沿海旁西行)，經東面入口（近屯門碼頭）

進入公園範圍，指示步行到賽事中心，需時 5-15分鐘。賽員如經公園其他入口進入因而影響

比賽成績，賽會有權取消資格。 

4. 公園內之咪錶泊車位屬賽區範圍，建議駕車前往之賽員到附近屋邨停車場停泊。賽員如於賽

事完結前使用上述咪錶位停泊車輛因而影響比賽成績，賽會有權取消資格。 

 
賽員必須以上圖指定路線前往賽事中心。賽會保留對違反規定者取消資格之權利。 

 

賽事中心 

http://www.mtr.com.hk/chi/getting_around/images/LR_routemap.pdf
http://www.kmb.hk/
http://www.citybu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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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個蝴蝶灣公園，以及附近區域會於賽事當日上午７時起定為本賽事禁區，賽員於賽前不

可進入賽事中心或指定洗手間以外之範圍，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2. 到達賽事中心後，賽員需憑賽員編號於賽事中心之報到處領取號碼布。賽員編號可在總會

網頁查閱，亦於賽事中心內張貼。 

3. 如需使用賽會提供電子控制咭，請親身往報到處領取及在電子控制咭借用表上簽署。嚴禁

代領，請留意! 該電子控制咭為香港定向總會財產，各賽員在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

若有遺失或損毀，賽員必須賠償港幣 280元給予香港定向總會。 

4. 自備電子控制咭的賽員若忘記攜帶電子控制咭，須向賽會繳付港幣 300元按金及港幣 50

元租金，共港幣 350元作為借用電子控制咭之用 (電子控制咭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按

金於交還電子控制咭後退回。 

5. 賽員須核對編印在出發名單上之賽員編號及電子控制咭號碼是否正確。如有錯漏，請即時

提出。 

6. 扣針可在賽事中心索取。 

7. 洗手間在賽事中心旁。 

8.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 

9. 賽會不設行李存放服務，賽員攜來的物件需自行保管及處理，如有任何遺失，賽會概不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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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記錄系統 

本賽事各組別均使用 SPORTident電子記錄系統 

(本賽員須知已附上「電子記錄系統」的參考資料，請各賽員仔細閱讀)。 

 

比賽流程  

今次比賽分為３個主要程序，簡述如下： 

1. 起點拍咭＞ 圖出發>玩第一部份(精確賽)＞用 SI咭在第一部份的「答案紀錄站」拍咭，紀錄

第一部份的所有答案＞終點拍咭＞收圖>（請自行記錄自己在第一部份用了多少時間，以免第

二部份超時）＞ 

2. ＞排隊玩 TempO（排隊、休息及玩 TempO時間不計算在限時內）＞ 

3. ＞派圖出發>起點拍咭>玩第二部份(精確賽)＞用 SI咭在第二部份的「答案紀錄站」拍咭，紀

錄第二部份的所有答案＞終點拍咭＞完。 

詳情： 
所有組別 (第一部分) 

出發前： 

1. 指南針及放大鏡外，賽員禁止携帶任何器材、文具及工具出賽，並建議帶手錶。 

2. 由賽事中心步行往出發區約需 5 分鐘，距離約 100 米，沿途有指示。 

3. 賽員請按指示進入出發區。進入出發區時請守秩序排隊，以便工作人員登記賽員編號。並

必須依從工作人員指示打咭記錄出發。 

4. 大會只設置大會時間鐘， 而不設置入格時間顯示鐘。 

5. 所有組別出發程序如下： 

a) 家庭組須全隊到齊方可出發，無論每隊人數多少，每隊提供 2張地圖。 

b) 進入「出發區」前請在「清除控制器」(CLEAR)及「檢查控制器」(CHECK) 上打咭清除

舊有比賽記錄。 

c) 請將電子控制咭放在「起點啟動器」(START)上，並看見「起點啟動器」(START)上的燈

閃亮及響聲，便可出發，否則電子控制咭將無法記錄全程比賽時間。 

d) 賽員「起點啟動器」後，工作人員才會發放精確賽地圖。賽員領取地圖時須檢查地圖上

的組別資料是否正確，若取錯地圖而引致被取消資格，賽會概不負責。 

e) 出發區關閉後將不會安排任何賽員出發。 

 

比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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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留意地圖上答案記錄站位置，及答案記錄站屬於哪幾個控制點。 

2. 請留意控制點提示上控制點答案的記錄儀器編號，到答案記錄站在該編號記錄儀器作記錄。 

3. 建議完成多個控制點觀察後到答案記錄站一次過記錄答案在電子控制咭內。 

 
第一部分完結後： 

1. 請儘快抵達第一部分終點，使用電子控制咭記錄完成時間 (插入第一部分終點記錄儀器)。

工作人員會收圖。 

2. 請根據指示或工作人員引導下，到計時控制點前排隊。 

3. 請自行記錄已用時間，並預算第二部分可用時間來避免超時。賽會將不提供第一部分完成

時間的記錄顯示給賽員。 

4. 賽員完成第一部份後，可稍事休息，惟不要逗留太久，以免超過了賽區關閉時間還未完成

賽事。 

 

所有組別(計時控制點)：以速決賽(TempO)形式進行 

1. 排隊時切勿超越等候線，否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2. 當輪到最前面的賽員時，工作人員會因應計時站情況，帶領賽員前往計時站。 

3. 前往計時站時，工作人員會用大雨傘遮蓋賽員，請賽員跟隨工作人員。切勿離開雨傘範圍，

否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4. 賽員抵達計時站後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工作人員會交有封面的地圖給賽員，賽員不可

打開地圖。 

5. 工作人員隨即說出「最左為 Alpha，至最右為 Foxtrot」，期間同時以手由左至右移動以

顯示 6面旗號的位置，完畢後 (由開始指示 Alpha 約 5秒後) 說「開始」，並開始計時。 

6. 賽員請即打開封面至第一個控制點，順序作答。 

7. 賽員只可在答案板上選擇答案，賽會不接受任何口頭作答的答案。 

8. 當賽員指著答案板上所選擇的答案後，工作人員會說出賽員的選擇。賽員要聽到工作人員

所講的選擇後才可打開下一個控制點地圖。否則前一個控制點當作沒有答案，以「X」來

代表。 

9. 當賽員完成該計時站最後一個控制點，指著答案板上所選擇的答案後，計時立即停止。工

作人員會在控制咭上寫上賽員所有選擇的答案及耗時。 

10. 每一次已作答的選擇均不能更改，無論工作人員有否能及時回覆賽員的選擇。否則當作多

重答案，以 「W」 來代表。 

11. 賽員完成一個計時站後不得拿走速決賽地圖及答案板。 

12. 賽員請跟工作人員指示，前往第二部分起點，繼續精確賽餘下部分賽事。 

所有組別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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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人員會帶賽員到第二部分起點，賽員需立即記錄出發。 

2. 記錄出發後，工作人員會發放精確賽地圖。賽員領取地圖時須檢查地圖上的組別資料是否

正確，若取錯地圖而引致被取消資格，賽會概不負責。 

3. 比賽時及完成時的情況和第一部分相同。謹記在第二部分終點記錄儀器使用電子控制咭記

錄。 

4. 由於賽員仍進行比賽，賽員如與任何賽員溝通或進行任何違規行為，賽會會取消賽員 (或雙

方)參賽資格。 

5. 賽會不會收回賽員之地圖，為保公平，請勿向未出發之賽員展示地圖及透露賽程。 

6. 完成賽事之賽員不可返回賽區。 

7. 返回賽事中心後請將電子控制咭交至成績處理站，並將電子控制咭的記錄下載及處理。如

電子控制咭內的資料有遺失或任何損毀，大會概不負責。未能於最終成績公佈前下載控制

咭記錄的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 (DISQ)。 

8. 所有成績均以大會的成績公佈為準，賽員個別的分段時間成績僅供參考。 

9. 租借電子控制咭的賽員需在成績處理站交還控制咭。 

 

賽程資料 

 

組別 
長度 

(米) 

限時（即 

第一部份 

和第二部份 

的總時間） 

精確賽 

控制點數目 

計時控制點 

數目 

 

預計勝出者 

成績 

高級組(A) 

高級學生組(AS) 
2000 90分鐘 24 

4 (限時 

120秒) 

23分 + 

15秒 

初級組(B)  

初級學生組(BS) 
2000 90分鐘 20 

2 (限時 

60秒) 

無預計 

家庭/體驗組

(FAM/CATI) 
2000 90分鐘 20 

2 (限時 

60秒) 

無預計 

為方便所有人士，組別名稱以下列簡稱表示： 

A 組: 高級組；AS組: 高級學生組；B組: 初級組；BS 組: 初級學生組； FAM 組: 家庭組 

 

賽事特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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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賽事不設決定點，沒有 DP 牌。 

2. 賽員可能會見到多過一個，或完全見不到 ｢定向紅白旗號｣ (俗稱燈籠)。請根據地圖控制點

位置要求，決定該位置有沒有放置旗號。認為有則選 A；認為無則選 Z。 

3. 有效 Z 答案範圍： 

a) 點狀特徵：兩旁最少 45度外 (即旗號最少有 90度方向誤差才接受為 Z 答案) 

b) 其他特徵：半徑一米外 (即旗號離開目標最少有一米或以上) 

4. 本賽事使用電子記錄系統，使用電子控制咭(SI Card)記錄所有段落起點出發時間、到訪控

制點及所有段落終點完成時間。賽事如缺少某段落出發或終點記錄，有機會被當作超時比

賽。 

5. 不會在每個控制點放置記錄儀器或打孔夾，賽區會設置答案記錄站，放置多個控制點的記

錄儀器，請根據地圖指示前往。 

6. 請根據控制點提示上的記錄儀器編號記錄，錯打另一答案的記錄儀器會被當重打。 

7. 計時控制點(Timed Control) 改為速決賽 (TempO) 形式舉行，即控制點有可能有 Z (全錯) 

答案。計時由揭圖開始，直至完成最後一個控制點結束。答錯懲罰改為 30秒。 

8. 公園有小型工程進行，由於完工日期不確定，並且會因工程延續而改變其範圍，惟不影響

賽員前行及對控制點觀察，故未繪於地圖中，但賽員亦應小心，不要擅進其範圍。 

 

 

適用於是次比賽之地圖符號及控制點提示： 

1. 不會繪畫在地圖上的特徵(Unmapped Features) 

所有燈柱均不會在地圖上顯示。 

不會繪畫所有大樹位置，只繪出部份單獨的、特大的樹木位置。 

 

2. 答案記錄站 (Answering Station) 

答案記錄站會在地圖上顯示，同時印上屬於哪些控制點的資料。 

 

3. 控制點提示 (Control Description) 附加資料 

控制點提示會印上答案 A 及 Z 的記錄儀器編號，賽員需在該記錄儀

器記錄答案。 

舉例：提示上印上 第一號控制點的記錄儀器編號，答案 Ａ 為 31；

答案 Z 為 32。賽員如認為該控制點答案為 A，需要到編號 31的記

錄儀器記錄。 

 

4. 不可通越路段及禁區(Forbidden Route & Out-of-bounds Area) 

賽區內多處為不可進入之路段及禁區，不准進入處會於地圖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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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不會有指示。賽員如被發現進入或橫越不可通越路段或禁區，可

被取消資格。 

 

5. 分隔區域 

禁區線並不會完全封閉整個禁區區域，只會將所有入口 

劃上禁區線，避免影響賽員閱讀地圖上資料，因此 

禁區範圍不只禁區線區域。 

 

像右圖為例只會封鎖禁區入口，如賽員使用南面路徑行走 

，便會不能進入北面大水泥地範圍。賽員如進入以上區域會被取消參

賽資格。 

 

大範圍禁止進入的水泥地會印上 “禁區(Forbidden zone)” 字眼。 

 

 

 

比賽要點  
計時控制點以速決賽(TempO) 形式進行 

1. 速決賽成績以所有站總耗時來計算，獲得最短耗時的選手為勝出者。 

2. 每個計時站會一連串地進行多個控制點，不會間斷。 

3. 計時會由工作人員說「開始」時開始，直至賽員完成所有控制點或超過限時才結束。 

4. 工作人員可能會在限時結束前 10秒，提示「尚剩 10秒」。 

5. 答錯一個控制點會加 30秒懲罰耗時。答錯越多，懲罰耗時越多。 

6. 限時以每個計時控制點 30秒來計算，因此不同組別的計時站會有不同限時。 

7. 每個計時站會有 6面旗號；速決賽控制點是有 Z (Zero)答案 (第 4站除外)。 

8. 除指南針及放大鏡外，賽員禁止携帶任何器材及工具出賽，包括

通訊器材、攝影器材及文具等。 

9. 排隊等候之賽員請勿偷看計時控制點之佈置，未有工作人員指示亦不可擅自離開隊伍，如有違者可被

取消資格。 

精確賽(PreO) – 所有組別 

1. 賽員必需沿著已鋪設路徑按規定次序前往控制點，離開以上路徑即屬犯規。 

2. 所有組別或有梯級路段，是次賽事沒有限制進入此等路段，唯地圖上顯示不可通越路段則不在此限。 

3. 所有組別均有「Z」答案 (即沒有正確答案) 的情況。 

4. 沒有記錄及多重記錄(同時選 A及 Z) 均被視為錯誤選擇。 

5. 每個控制點，答對 1分，答錯無分。 

6. 完成所有賽程後，賽員必須在限時前回到終點，逾時越過終點將會被扣分。超過限時首先會被扣一分，

然後每過 5分鐘再扣多一分。 

速決賽(TempO)答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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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指南針及放大鏡外，賽員禁止携帶任何器材及工具出賽，包括通訊器材、攝影器材及文具等。 
 

成績公佈、投訴及抗議  

1. 所有賽員出發後，賽會將在賽事中心派發解構圖，請賽員準備號碼布領取。 
2. 成績及名次以分數由高至低排序，若出現同分情況，將以計時控制點的總耗時由少至多排序。 

3. 賽員如對比賽成績或賽事有投訴或異議，須於成績公佈後 10分鐘內，以書面親身向賽會提

出，並請留下聯絡電話號碼。  

4. 有關投訴將由賽會處理，裁決結果將立即通知提出投訴的賽員。  

5. 提出投訴的賽員若對賽會的裁決有異議，可提出抗議並須於 10分鐘內以書面親身向裁判團

提出。倘超出這個時限，大會將不受理任何抗議。  

6. 抗議的投訴將由仲裁團作出商議裁決，仲裁團的裁定為最終判決。 

7. 如投訴人為裁判團成員之一，大會將即時現場委任另一賽員擔任。 

本賽事為 2015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指定入圍賽，入圍計算方法將會混合高級組及高級學

生組成績排序，最佳 10名仍未入選人士會獲得該錦標賽精英組資格。以上安排有待沿徑

定向委員會公佈。 

 

規則撮要 

1. 國際定向聯盟(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 Competition Rules for IOF Trail 

Orienteering Events (2015) 及香港定向總會「定向賽事則例」適用於本賽事。 

2. 比賽期間不可和其他賽員有任何交流。  

3. 除指南針、放大鏡及電子控制咭外，賽員禁止携帶任何器材及工具出賽，包括通訊器材、攝

影器材及文具等。 

4. 賽區內不會顯示禁止進入的路徑，請遵從地圖資料顯示，避免進入。 

5. 賽員不得離開路徑。 

6. 違反以上任何一項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DISQ)。 

7. 賽員如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將被取消參賽資格，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 

8. 賽員不可預早進入賽區露宿或過夜，否則將會被取消資格。 

9. 賽會可隨時增加或修改比賽規則，但會在比賽當日公佈。 

10. 為確保賽事順暢進行，賽員須遵守比賽規則及服從賽會工作人員的指示。 

11. 請尊重其他公園使用者的權利，賽會及賽員均沒有公園之優先使用權。 

 

特別天氣安排  

1. 賽事當日上午七時(0700)，如有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風球，當日賽事將不會
舉行。其後安排，將於香港定向總會網頁內公佈。 

http://www.oahk.org.hk/


OAHK | 香港定向總會 

PAGE 9   

   

2. 若在比賽進行期間，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風球，賽事會即時終
止，不再重賽。賽員須立即遵照工作人員指示返回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鳴謝 

香港定向總會沿徑定向委員會 
香港定向總會各職員 
 

沿徑定向資料 

1. 沿徑定向概念 

1) 沿徑定向顧名思義為沿著路徑進行的定向活動，如離開路徑則屬犯規。 

2) 沿徑定向考驗的不是體能，而是對定向圖的詮釋能力，及對地形的辨認技術。 

3) 沿徑定向精確賽須按序前往各控制點，每個控制點均擺放 1至 5面定向標誌旗，賽員可在

路徑上前後移動觀察，選擇符合控制點提示描述的標誌旗，並作答於特殊的控制卡上。 

4) 沿徑定向比賽會設有「計時控制點」(Timed control，簡稱 TC)來取決勝負，設立 TC的目

的是考驗賽員快速讀圖及判斷能力。 

5) 沿徑定向比賽勝出者是指精確賽得分最高而 TC需時最短旳賽員。 

6)  精確賽控制點附近路旁會設有決定點 (Decision point，簡稱 DP)，所有旗號的次序必須由

DP 決定(註：本賽事不會設 DP位置)。賽員在此處能觀察該控制點的全部旗號；至於計時

控制點，則在適當位置擺放一張椅子作為決定點，賽員必需坐在椅子上根據旗號次序作答。 

2. 依標誌旗號的排列作選答 (註：本賽事只設一面 A 旗號) 

1) 旗號的排序：沿徑定向採選擇題方式作答，以旗號的排序作為答案的選擇，並以在 DP 的位

置按觀察所得排序為準，最左邊為 A，向右順序排列。以附圖為例，在 DP位置觀察控制點

的三面旗號，視線由左至右按順序排列為 A、B 及 C。 

2) 賽員需根據控制點圓圈中心及控制點提示來找出正確旗號，但有時會出現「全部不對」的

選擇 (作答於控制卡上的 “Z” 欄，表示全部旗號皆不正確)。 

3) 控制點提示會列明控制點旗號數目，“A-C”即是有 3個 (像下圖)，“A”只得一個，“A-

E”則有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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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推介 

1. 香港定向總會(OAHK)沿徑定向技術介紹 (中文版) 

http://www.oahk.org.hk/trailo/TrailO-TechnicalIntro-c.pdf 

2. 國際定向聯盟(IOF)沿徑定向技術指引 (英文版) 

http://orienteering.org/trail-orienteering/event-organising/organisers-guidelines/ 

3. 計時控制點進行流程(只作參考) 

http://youtu.be/ZnFLv1Ett60 

 

附錄一：電子記錄系統需知 

1. 是次賽事將使用「SPORTident 電子記錄系統」； 

2. 若賽會沒有發出「電子記錄系統」失效的通知，所有賽員都不得拒絕使用這套系統； 

3.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計算，若然 SI 電子控制咭未能記錄賽員到訪某個控

制點的記錄或賽員發現電子記錄系統失效時，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孔打孔器在地圖上的打孔格

內以便賽會核實。若然兩者都無法証明賽員曾到訪該控制點，該控制點記錄將會視作無效。 

4. 請勿使用 Touch Free 控制咭，或總會 SI 電子記錄系統不接受的控制咭參賽。賽會不會補償

任何賽員在比賽上的任何損失，包括比賽時間、控制點記錄的任何錯誤及參賽費用有關開支等。 

 

電子記錄 

1.  賽員有責任確保電子控制卡成功放置入電子記錄儀器內，成功記錄會有閃燈閃亮或由儀器

發出 Beep 的信號。 

2.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電子控制卡的記錄計算。若然電子控制卡發生故障，賽會盡可能根據地圖

上的備份標籤記錄去覆核。 

3. 萬一發生電子控制卡發生故障，請到記錄站找工作人員協助。工作人員會記錄賽員控制點答

案。 

 

終點 

1.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應即前赴「終點控制器」拍咭，而賽員的比賽時間亦以該刻起完結； 

2. 請跟隨指示，儘快返回成績計算站中，將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成功下載後，賽員即可領取

參考成績印表。 

 

成績處理 

1. 賽員切勿在完成賽事後，把 SI 電子控制咭放置在任何「電子記錄器」或「起點啟動器」之

上，以便賽會有需要時可以覆核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 

2. 所有成績均以大會的成績公佈為準，賽員個別的成績印表僅供參考。 

http://www.oahk.org.hk/trailo/TrailO-TechnicalIntro-c.pdf
http://orienteering.org/trail-orienteering/event-organising/organisers-guidelines/
http://youtu.be/ZnFLv1Ett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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