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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 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Organized by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Subvented by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15年度色級野外定向賽 

賽員須知 
 
日期： 2015年11月15日（星期日） 
地點： 香港仔郊野公園 
形式： 越野式 
地圖： 1:10,000 彩色地圖、ISOM2000圖例及5米等高線間距 (2015年版) 
主辦： 香港定向總會    

協辦：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野外定向會 
 
主要工作人員 
賽事控制員 ：甄健剛 先生 

賽事主任   ：李伏龍 先生  

賽程設計員  ：梁智恩 先生  

 

裁判團 

蔡國健先生 (香港童軍總會野外定向會) 

楊偉賢先生 (VOC) 

馬樂軒先生 (港島定向力量) 

 

比賽前查詢電話：2504 8112（辦公時間）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 96871126 

 
大會程序 
09:00 賽事中心開放 
09:45 出發區及賽區開放 
10:00 首批賽員出發及終點區開放 
12:35 出發區關閉 
15:05 終點區及賽區關閉 
15:20 最後成績公布 
15:35 截止投訴 

15:50 賽事中心關閉及賽事結束 
 
大會程序可因應賽事當日的情況修改，並於賽事中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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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位於香港仔郊野公園傷健樂園燒烤區  (1-4號燒烤場 )，座標

KK072637。請參閱 圖 1。 
 

 
     圖 1  賽事中心位置圖 

 
2. 請沿指示由指定路線進入賽事中心。賽會工作人員如發現賽員經其他路徑進

入賽事中心，賽會將記錄在案及保留對其取消資格的權利。 

3. 賽員須憑賽員編號於賽事中心領取號碼布。賽員編號可在總會網頁查閱，亦

會於賽事中心張貼。 

4. 如需使用賽會提供的電子控制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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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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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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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合共港幣350元作為借用電子控制咭的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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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賽員須核對編印在出發名單上的賽員編號及電子控制咭號碼是否正確。如有

錯漏，應即時提出。 

7. 扣針可在賽事中心取用。 

8. 賽事中心將展示大會時間及控制點提示符號表。 

9. 賽事中心設有救傷服務。 

10. 賽會不設行李寄存服務，賽員請自行保管及處理個人財物。建議賽員避免攜

帶貴重物品。如有遺失個人財物，賽會概不負責。 

11. 燒烤設施 (先到先得)。 

12. 請保持賽事中心及賽區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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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賽會不會提供交通安排，賽員可參考以下方法前往賽事中心。 

1. 乘搭巴士路線 7、76 或 971，在漁光道海鷗樓對面下車。詳細巴士路線資料

可瀏覽網頁 http://www.nwstbus.com.hk/。 

2. 乘搭任何交通工具到香港仔市中心，轉乘小巴路線 4A、4B 或 4C，在漁光道

海鷗樓對面下車。詳細路線資料可瀏覽網頁 http://www.amspt.com/ 。 

3. 由巴士站步行往賽事中心，需時約 10 分鐘。 
 
 
出發程序 

1. 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旁，賽事中心將會張貼前往出發區的指示。賽員請按出

發時間提前 10分鐘到達出發區。 

2. 出發區會顯示「大會時間」(起點線)。 

3. 進入出發區時，賽員請守秩序排隊，以便工作人員登記賽員編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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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賽員請按指示進入出發區。賽員須接受工作人員檢查是否已帶備指南針、哨

子、電子控制咭，並將號碼布扣於胸前，缺一不可出發。賽員請帶備手錶。  

6. 賽員通過檢查裝備後，請依照工作人員指示，順序進入 2分區及 1分區。 

7. 1分區不設閱讀地圖時間，惟賽員須核對地圖上的組別是否正確，然後在

地圖背面寫上賽員編號。若因取錯地圖而引致取消資格，賽會概不負責。 

8. 當出發信號最後一響完成後，賽員方可取地圖閱讀及出發。賽員請立即沿

彩帶前往起點標誌(地圖上標示「三角」的位置)。請勿停留在前往起點標誌

的通道上。 

9. 遲到賽員必須向出發區工作人員報到，由工作人員安排在遲到出發線出

發，而其所損失的時間將不獲補回。 

10. 家庭組及團隊組須全隊到齊方可出發。無論每隊人數多少，每隊可獲發 2
張地圖。 

11. 出發區將於 12:35 關閉，12:35 以後將不會安排任何賽員出發。 
12. 賽程資料及控制點提示符號印於地圖上，賽會不會另發控制點提示紙條。 
 
 
 
 
 

 
 
 
 
 
 
 

http://www.nwstbus.com.hk/
http://www.ams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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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資料 
各組別賽程的長度及攀升大約如下： 
 

組別 長度 (km) 攀升 (m) 

啡 7.5 210 

藍 6.6 190 

綠 5.5 80 

紅 5.2 80 

橙 4.0 65 

黃 3.7 50 

白 
3.1 40 

家庭/團隊 

 
所有賽程的長度以最佳路線計算，比賽限時150分鐘。賽程如有更改，以當日賽
事中心公布為準。 
 
 

 
賽區及地圖資料 

1. 賽區內只設有 1 個水站，建議賽員自備食水，以應所需。 

2. 以小徑及三合土地為主，可跑性高。但個別小徑較崎嶇，可跑性低。部分地

區有燒烤場及休憩設施。大部分路旁植被為茂密的植物，通行困難。 

3. 小心河流和崖壁濕滑，建議賽員沿河邊小徑前進。 

4. 假日期間，賽區內有很多行山人士，賽員並沒有使用通道的優先權。賽員在

比賽或奔跑時請小心。 

5. 賽區將於15:05 關閉，賽員必須立即停止比賽。工作人員隨即開始收回所有

控制點。 

6. 賽區內有“此路不通”的指示牌，但這並不代表賽會立場。 

 
 
終點及成績處理程序 

1. 為保障賽員的安全，請賽員無論是遺失電子控制咭或未能完成賽事，都必須

於出發後 150 分鐘內返回終點區報到。而所有賽員亦需在 15:05 或之前返回

終點區報到。 

2. 賽員抵達終點時，必須在終點打卡器上拍咭，同時比賽計時亦完結。家庭組

須集合全隊後才可在終點拍咭。 

3. 大會將不會收回賽員的地圖，然而賽員必須確保不將地圖公開予未出發的賽

員，違者會被取消資格。 

4. 返回終點區的賽員不可重返賽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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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於最後成績公布前下載控制咭記錄的賽員，其成績將會被取消(DISQ)。 

6. 所有成績均以大會公布為準，賽員的分段時間成績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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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及抗議 

1. 賽員如認為有違反香港定向總會「定向比賽則例」的事項或對賽會的指示有

異議，可以作出投訴。投訴須盡快以書面向賽會提出。賽會在最後成績公布

15 分鐘後停止接受投訴。 

2. 如賽員對賽會的投訴處理有異議，可提出抗議。抗議可由賽員、屬會工作人

員或賽事工作人員提出。抗議必須在賽會公布投訴結果後15分鐘內以書面向

賽會或裁判團成員提出。 

 
比賽規則 

1. 香港定向總會的「定向比賽則例」適用於本賽事。 

2. 除賽會提供的地圖及以上提及的裝備外，不可使用任何通訊及輔助器具。 

3. 遺失電子控制咭將視作未完成賽事論，但仍須向終點區報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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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賽會可隨時增加或修改比賽規則，而無需於比賽前通知各賽員，但會在比賽

當日公布。 

6. 賽員須服從賽會指示，違反比賽規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7. 為安全起見，不論賽員完成賽程與否，必須在出發後150分鐘內或賽區關閉

前，返回終點區或賽事中心報到，否則當作失蹤論。 

8. 嚴禁代跑，一經發現，雙方的全年賽事成績均會被取消。 

 
備註 

1. 本「賽事資料」內容如有更改，以賽會當日公布為準，有關內容將在賽事中

心張貼。 

2. 所有賽員必須尊重其他賽員，大會及賽員均沒有使用賽區的優先權。請小心

遊人，避免碰撞。 

3. 賽員須自行負責個人意外及財物損失的責任，賽會概不負責。 

4. 賽員切勿污染水源和郊野。 

5. 賽事當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天文台如發出雷暴警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或以

上、三號強風信號或以上，賽事將會取消，不會安排重賽，費用亦不會發還。 

6. 賽員如在比賽中受傷或遇上緊急事件需要救助，請留在安全地方並採用國際

求救訊號，等候工作人員前來求援。(國際求救訊號是使用哨子連吹六響長，

相隔一分鐘重覆再吹)。 

7. 賽員請留意天氣及個人情況，有需要時請帶備足夠飲料及防曬用品。 

 

查詢 
香港定向總會  
電話 : 2504 8112 傳真 : 2577 5595 
電郵 : info@oahk.org.hk 
地址 :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1014室 
網頁 : http://www.o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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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1.   賽員有責任確保電子控制卡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中及電子打孔 

     器上之閃燈閃亮 , 如發覺閃燈沒有閃亮,可用電子打孔器旁之手動打孔

器在地圖付上之 3 個備用打孔格內打孔為記 ,在成績處理下載時向工

作人員說明 
2.   電子控制卡內記錄了賽員到訪每個控制點的時間及次序，若比賽過程中

誤打控制點，可依以下程序 繼續賽事： 

次序錯誤：由未出錯前應打的控制點開始，重新依正確次序打孔 

例子一 : 賽員由 2 號控制點前往 3 號控制點時，誤打 4 號控制點，

須返回 3 號控制點繼續順序到訪餘下 賽程。如下圖： 

錯打其他控制點：不用理會，只須繼續依正確次序打孔 

例子二 : 賽員由 2 號控制點前往 3 號控制點途中，誤打非賽程指

定的控制點(X) ，賽員可繼續順序到訪 餘下賽程。如下圖： 

 

3.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電子控制卡的記錄計算。若然電子控制卡發生故障，賽
會盡可能根據 (電子打孔器之備份 )地圖上的備份標籤記錄去覆核。 

 
山火安全指引及應變措施  
安全指引  
1. 在乾燥的天氣，山火於較斜的草坡上順風向上蔓延速度極快，賽員絕不可輕
 視山火威力。 

2.  各賽員於賽事舉行期間請勿在賽區及賽事中心範圍內燃點煙草產品、吸煙。 
3. 由於山火於日間比較難於看見，應隨時留意飛灰和火煙味。如發現山火，必
 須盡速遠離火場。 
4. 緊記山火蔓延速度極難估計，如發現前路遠處有山火，應立即停止比賽，盡
 快遠離山火位置及返回賽事中心，以免為山火所困。 
 
應變措施  
1. 遇到山火時，應保持鎮靜，切勿驚慌。 
2. 估計以下情況，以便迅速離開火場。 

a. 留意山火的蔓延方向，儘量避免跟山火蔓延的同一方向走避。  
b. 選擇較平坦或斜度較少的小徑逃離火場。  
c. 附近植物的高度及密度，選擇少植物的地方 (地圖上顯示為深黃色)。 

3. 沿現有的明顥小徑逃生會比較少障礙，且走得更快。 

4.  若山火迫在眉睫又無路可逃，則應以衣物包掩外露皮膚逃進已焚燒過的地
 方，這樣可減輕身體受傷的機會。如情況許可，切勿往山上走，因會消耗體
 力。 
5.  切勿走進樹林及草叢 (地圖上顯示為白色及綠色地方)， 山火在這些地方可
 能會蔓延得很快而且熱力也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