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九龍區） 

賽員須知 
 
 
比賽日期：  201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 
地點：    荔枝角公園 
形式： 越野式（順序到訪控制點） 
地圖：   2015 年版 1：4000 比例彩色地圖、ISSOM 2007 標準 

採用 IOF 國際定向提示符號 
獎項：   各組前六名可獲頒獎牌及證書* 
協辦屬會：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野外定向會及皇仁書院野外定向會 
路線設計：  余思穎（港島定向力量） 
賽事主任：  馬樂軒（港島定向力量） 
賽事控制員：  蔡遠恆 
賽前查詢電話： 2504 8112 （辦公時間） 
比賽當日電話： 9687 1126 
*注意：非九龍區居住參加者只可以「客席賽員」身份參與，並不設獎項。 
 
 
 
 

比賽當日程序 
 
1300  賽事中心開放 
1355  出發區開放 
1400  九龍區賽員按時間出發 
1505  客席賽員自由出發 
1545  出發區關閉 
  成績公佈，開始頒獎（首六名成績確認後） 
1615  賽區及終點關閉 
1645  賽事結束 



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位於公園內天幕，位置請參閱上圖。從美孚港鐵站 A 出口步行至賽事中心約

需時 15 分鐘。 
2. 賽員不得進入公園賽區範圍，請按地圖指定入口到達賽事中心。賽員如經公園其他入

口進入公園，將會被取消資格。  
3. 賽事中心內設有公共洗手間。 
4. 賽事中心將設有大會時間顯示。 
5. 賽會 不設行李存放 服務，賽員個人財物需自行保管，如有任何遺失，賽會概不負責。 
6. 賽員請到賽事中心 自行領取 號碼布、扣針，並 憑號碼布領取電子控制卡。 
7. 賽事中心設有電子控制卡紀錄清除器「清除

（CLEAR）」及「檢查（CHECK）」，賽員應在出

發前清除舊紀錄及檢查控制卡是否正常運作。 
8. 賽事中心設有急救站。 
9. 賽事中心為公眾地方，請賽員保持地方清潔及帶

走所有垃圾。 
 
 

交通 
 

賽員可參考康文署網頁 http://www.lcsd.gov.hk/parks/lckp/b5/accessibility.php 
九巴 27454466, www.kmb.hk 
城巴 28730818, www.citybus.com.hk 
港鐵（美孚站 A 出口）29293399, www.MTR.com 
 

 

賽程 
 

賽程 組別 控制點數目 長度（米） 

A MC 15 1500 
B MD, WC 15 1400 
C ME, WD 14 1200 
D MF, WE 12 1000 
E WF 10 1000 

 
1. 比賽限時為 60 分鐘。建議賽員帶備手錶。 
2. 所有組別的預計勝出時間為 10-15 分鐘。 
3. 有部分路段為指定路線，地圖上以 紫紅色虛線 表示。 

http://www.kmb.hk/
http://www.mtr.com/


出發 
 

1. 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旁。賽員請按自己的出發時間，提早 5 分鐘到達出發區。 
2. 出發區會顯示大會時間。  

3. 賽員必須將號碼布扣於胸前及攜帶電子控制咭，缺一不准出發 !! 參加者自行決定

需否帶備指南針及哨子，賽會不會檢查。 
4. 建議賽員帶備哨子。 
5. 賽員須根據自己的出發時間進入三分區，工作人員亦會在場宣讀賽員編號，每 60 秒前

進一格。 
6. 當進入最後一分區時請將電子控制卡置於起點啟動器上，並於地圖背面寫上賽員編號，

聽到起點響鐘發出長響後方可拿起電子控制卡，看地圖及出發。 

7. 賽員請檢查地圖上組別是否正確，取用正確地圖是賽員自己的責任。 
8. 遲到賽員必須先向出發區工作人員報到，再由工作人員安排出發，其所損失時間將不

獲補償。 
9. 九龍區賽員出發時間時段為 14:00-15:00，須 按照自己的出發時間出發。客席賽員自由

出發時段為 15:05-15:40，每位客席賽員並沒有指定出發時間，可於以上時段內按出發

區工作人員指示輪候出發。 
10. 出發區將於 15:45 關閉。出發區關閉後所有賽員均不獲准出發。 

 
 
 

賽區 
 

1. 賽區以三合土地為主，可跑性極高。 
2. 公園的廣場或有其他活動舉行，賽區於週末人流亦較多，請賽員小心避免碰撞，並尊

重其他使用人士。 
3. 賽區部份特徵以下列的圖例顯示: 

“ ”飲水設施或水龍頭，“ ” 燈柱，“ ”樹或矮樹（如下圖）。 

4. 賽區內不設水站。 
5. 賽事為個人比賽，家長不應於比賽期間進入賽區協助或指導賽員。



終點 
 

1. 終點位於賽事中心旁。 
2. 賽員抵達終點時，須在「終點（FINISH）」拍卡，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完結。 
3. 賽會於出發區關閉前會暫收回已完成比賽賽員地圖，並於出發區關閉後在賽事中心發

還地圖。 
4. 請跟隨指示前往成績處理站，將電子控制卡的記錄下載後，賽員即可領取參考成績印

表。 
5. 所有賽員必須於賽事結束前到成績處理站下載成績，未能於賽事結束前下載成績之賽

員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未交還電子控制卡者需賠償$400 予香港定向總會。 
6.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控制卡，均須向終點報到，否則當失蹤論。 

 
 
 

比賽規則 
 

1. 除賽會提供的地圖及本須知提及的裝備外，賽員 不可使用任何輔助工具，包括通訊器

材（如 GPS、電話及對講機），否則被取消資格。 
2. 賽員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及被取消資格。 
3. 租用大會電子控制卡的賽員有責任妥善保管電子控制卡，並於比賽後交還。若有遺失

或損毁，賽員須賠償港幣$400 給予香港定向總會。 
4. 香港定向總會「定向比賽則例」適用於本賽事。 
5. 嚴禁穿著釘鞋。 
6. 本賽事為個人賽事，其他人（包括家長、教練）不可協助或指導賽員 ，否則該賽員將

被取消資格。 
7. 嚴禁代跑或使用別人的電子控制卡比賽，雙方將被取消資格。 
8. 賽區乃公眾地方，賽員並無使用公園的優先權，賽員須尊重其他市民，如有碰撞或意

外，賽員可被取消資格。 
9. 溫故知新：今場短距離賽的圖例是使用國際定向聯盟 ISSOM，與中長距離賽的 ISOM 稍

有不同。例如，一些在中長距離賽可跨越或穿過的圍欄及牆，在短距離賽則屬犯規，

會被取消資格。同樣，留意這兩種顏色：  及  表示賽員嚴禁穿越，避免破

壞花圃或踏入禁區，詳情請見附件。 



投訴及抗議 
 

1. 倘發現有違反香港定向總會「定向比賽則例」的事項或對賽會 之安排有異議，可以作

出投訴。投訴須儘快向賽會儘快提出。假如投訴是關於賽員成績則必須於成績公佈15

分鐘內提交。投訴由賽會處理，結果須立刻通知投訴人。 

2. 對賽會的投訴處理有所異議，可作抗議。抗議必須在賽會對投訴處理後的30分鐘內以

書面形式向賽會提交。 

 

 

 

備註 
 

1. 本【賽員須知】內容如有更改，以賽會當日公佈為準。 

2. 所有賽員須自負個人意外責任，賽會概不負責。 

3. 賽事當日中午十二時,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 或 三號或以上風球，賽事

將不會舉行, 延期作賽與否，香港定向總會網頁www.oahk.org.hk公佈. 

4. 工作人員會在賽區影相，監控違規賽員。 

5. 大會將有最終解釋權。 

 
 
 



附錄一（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1. 是次賽事採用SI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2. 若賽會沒有發出「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失效的通知，所有賽員都不得拒絕使用這套

系統。 

3.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電子控制卡的記錄計算，若然電子控制卡未能記錄賽員到訪某個控

制點的記錄，該控制點記錄將會視作無效。 

 

出發： 

1. 賽員須在出發前在「清除（CLEAR）」及「檢查（CHECK）」上打卡清除所有舊紀錄。 

2. 賽員即將出發前須將電子控制卡放在「起點（START）」上，直至紅燈閃動，否則系統

將無法計算比賽需時。 

3. 賽員在起點響鐘發出長響後，必須把電子控制卡提離「起點（START）」。 

比賽途中： 

1. 賽員有責任確保電子控制咭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中。賽員必須將SI電子控制卡插進

「SI電子控點控制器」的圓孔內，直至電子控制點的紅燈亮起/發出響號，方可移開SI
電子控制卡。若電子控制卡失效賽員應夾釘孔証明到訪該控制點。 

2. 賽員不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理由。 

終點： 

1.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應即前赴「終點（FINISH）」拍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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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電子控制咭放置在任何控制點或起點啟動器之上，以便賽

會有需要時可以覆核電子控制咭的記錄； 

2. 遲到的賽員成績將會獨立處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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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根據ISSOM 2007，以下符號表示「三不」：不得穿越、不得攀越、不得進入 

   
圍欄（高） 圍欄（低）   牆（高）   牆（低） 

 

   
崖壁（高） 崖壁（低）   水池（深）  池（淺） 

 

  

民居、花圃、兒童遊樂塲、   建築物(不可穿越)   建築物(可穿越) 
部份耕地 

 
賽員無論有意或無意違反以上的「三不政策」，都會被取消資格。  

 


	比賽當日程序
	賽事中心
	交通
	賽程
	出發
	賽區
	終點
	比賽規則
	投訴及抗議
	備註
	附錄一（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