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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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初賽) 

坪洲 

 

日期 : 2016年 1月 30日 (星期六) 

地點 : 坪洲 

型式 : 越野式 

地圖 : 2011 年 11 月版本彩色定向地圖  (比例 1:5000) 

主辦 : 香港定向總會          

 

主要工作人員 

賽事控制員 ：蔡錦逵先生 

賽事主任 ：楊永鳳小姐 

賽程設計 ：鄭旭東先生 

賽區主任 ：李德根先生 

賽事中心主任 ：陳笑梅小姐 

起點主任 ：陳秀媚小姐 

終點主任 ：梁智恩先生 

成績處理主任 ：李伏龍先生 

 

裁判團 

王文華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負責老師) 

彭家在 (賽事負責人) 

余梓維 (賽員) 

賽前查詢電話 : 2504 8112 (辦公時間)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 : 9687 1126  

 

注意事項!! 

嚴禁代跑, 如被發現, 雙方賽員均會被取消賽事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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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會會程程序序  

1000 賽事中心開放 

1015 出發區及賽區開放  

1030  賽員開始出發及終點區開放  

1230 出發區關閉 

1430 終點及賽區關閉 

1445 最後成績公佈 

1500 投訴截止 

1520 頒發獎項 (每組每區3個獎牌, 頭10名獲證書) 

1530 賽事結束  

賽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並於賽事中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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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1. 賽會不會提供交通服務, 賽員須自行前往賽事中心。 

2. 賽員可以選用下列方法前往賽區: 

A. 由中環 6 號碼頭可乘搭渡輪前往坪洲，船程約為 35分鐘 (普通渡輪)，25分鐘(高

速船) 。 

 註: 8:30及 9:15的船班次已給學校申請了津貼船位, 因此船位會比較緊張。提議自行乘

船賽員按自己出發時間, 選擇合適航班!!以免遲到!! 

航班時間表及費用如下： 

 

乘客查詢熱線：2815 6063  

網址：http://www.hkkf.com.hk/index.php?op=timetable&page=pengchau&view=screen&style=tc 

http://www.hkkf.com.hk/index.php?op=timetable&page=pengchau&view=screen&styl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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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欣澳港鐵站(東涌線)乘愉景灣巴士到愉景灣，再轉乘坪洲街渡前往。 

(由愉景廣場巴士總站步行往愉景灣稔樹灣街渡碼頭約 5-7分鐘) 

欣澳港鐵站(東涌線) ＜─＞ 愉景灣 

車費：成人：$9.1 / 小童或長者：$4.6     

行車時間：約 20 分鐘 

愉景灣（稔樹灣）< > 坪洲 

收費：成人：$5.5 / 小童（1 - 5 歲）：$2.5   

航行時間：約 10 分鐘 

(此航班時間只限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適用） 

 

愉景灣 

(稔樹灣)開出 
大水坑開出 坪洲開出 

上午 06:45 

上午 07:10 

上午 08:00 * 

上午 09:00 

上午 09:40 * 

上午 10:40 

上午 11:15 * 

 

下午 12:30 

下午 01:20 

下午 01:50 

下午 02:45 * 

下午 03:45 * 

下午 04:40 

下午 05:30 

下午 06:00 

下午 06:30 

下午 07:00 

下午 08:00 

下午 09:00 

下午 10:15 

 

 

上午 08:10 

 

上午 09:50 

上午 10:25 

上午 11:30 

 

下午 12:20 

 

 

下午 03:00 

 

下午 04:00 

下午 04:25 

下午 05:10 

上午 06:30 

上午 07:00 

上午 07:45 

上午 08:45 

上午 09:30 

上午 10:15 * 

上午 11:00 

 

下午 12:10 * 

下午 01:00 

下午 01:35 

下午 02:30 

下午 03:30 

下午 04:15 * 

下午 05:00 * 

下午 05:45 

下午 06:15 

下午 06:45 

下午 07:45 

下午 08:45 

下午 10:00 

 * 經大水坑 / 聖母神樂院 

營運商：坪洲街渡（電話：2983 8617） 

網址：

http://www.transportation.hk/ct/route/pengchau.html 

 

http://www.transportation.hk/ct/route/pengcha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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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橫水渡 (坪洲 <-> 梅窩 <-> 芝麻灣 <-> 長洲) 

(成人   $12.20  /   長者、小童及殘疾人士  $6.10) 

 

 

網址: http://www.nwff.com.hk/cht/fare_table/island_hopping/ 

乘客查詢熱線：21318877 

 

http://www.nwff.com.hk/cht/fare_table/island_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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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設於坪洲海濱遊樂場。GR: 50Q JK 946 673 

 

2. 溫馨提示：賽事中心為籃球場，沒有坐椅，沒有雨蓬，如有需要請自備。 

3. 為保護場內地台免受破壞，賽事中心內嚴禁穿著釘鞋進入。 

4. 最近之洗手間及更衣室在坪洲體育館內，步行大約 5分鐘即可到達。 

5. 賽會設有「行李存放區」讓賽員攜來的行李或物件自行存放，但賽會不會負責保管及處

理，如有任何遺失，賽會概不負責。各賽員如有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6. 賽員需親身在賽事中心到處領取號碼布及電子控制咭及表上簽署。嚴禁代領，請留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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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扣針可在賽事中心索取, 賽事中心設有「清除控制器」(Clear)及「檢查控制器」

(check) 。請將電子控制咭插在「清除控制器」(Clear) 及「檢查控制器」(check) 以

便清除舊有比賽記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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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香港定向總會。賽員編號可在總會網頁查閱，亦於賽

事中心內張貼。 

10. 賽事中心及賽區範圍內不得生火。 

11. 請各賽員保持賽事中心清潔及帶走所有垃圾。 

12. 未出發之賽員, 嚴禁進入賽事禁區, 禁區之範圍以當日在賽事中心公佈為準。一經發現, 

即時取消成績!!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比賽時間以賽事中心所示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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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出發程序 

1． 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旁的海濱長廊，步行大約 5 分鐘即可

到達, 沿途有指示。 

2． 賽員須接受工作人員檢查，是否已帶指南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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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進入出發區時，每位賽員必須跟從工作人員指示打卡紀錄出發。 

4． 賽員請按照自己出發時間, 早3分鐘入格。 

5． 是次賽事採用 SPORTident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當出發響鐘最後一響後，賽員方可把電子控制咭放在「起點啟動器」上，然後出發， 

當最後 6 秒響聲之最後一聲長響發出後，將電子控制卡插在「起點啟動器」即開始計

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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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賽員離開「起點啟動器」後，請勿停留在前往起點標誌的通道上。 

8． 出發區將於下午12:30時關閉。 

9． 大會採用2個時間鐘, 在3分區後為入格時間, 在3分區前為正式出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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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及賽區資料 

1. 各組別的長度及難度未必成正比，敬請賽員留意。 

2. 各組賽程之長度及累積攀高: 

 

賽程 組別 長度(米) 攀高 (米) 控制點 勝出時間 

(分鐘) 

1 MA(K), MO 4800 150 16 50-60 

2 MA(H), MA(NT) 4800 150 16 50-60 

3 WO, WA 3900 110 13 45-50 

4 MB(H), MB(NT) 3700 100 14 35-40 

5 MB(K) 3700 100 14 35-40 

6 WB 3700 90 13 40-45 

7 MC(H) 2400 70 13 20-25 

8 MC(K), MC(NT) 2400 70 13 20-25 

9 WC 2300 50 13 20-25 

10 MD, WD 2100 50 12 20-25 
 

3. 各組比賽限時均為120分鐘。 

4. 賽區內設有水站，地圖上有顯示。 

5. 如賽員進入地圖上顯示禁區位置, 將會取消資格。 

6. 賽區可跑的地方大部份為三合土地，約佔95%，其餘 4% 為雜草地、樹林、小徑等，1%

為岩地。 

7. 賽區內有些小徑比較狹窄，賽員勿爭先恐後，以免發生危險。 

8. 民居周邊小徑有冷氣機，晾衫架等突出物，賽員經過時務必小心. 

9. 不要進入有圍欄的農地及民居，如不小心進入，請盡快離開。 

10. 民居內或有飼養狗隻人家，狗隻皆受約束及看管，但賽員經過時，狗隻或會吠叫，不

須過於驚慌，只要慢慢走便可。 

11. 市區內街道有行人、單車及鄉村機動車穿梭，賽員穿越時須注意安全。 

12. 賽區的樹林內有荊棘，提議比賽時穿著長衫及長褲，保護手腳，以免受傷。 

13. 賽區有其他郊遊人士，賽員並沒有使用路面的優先權，比賽中如要超前，請早揚聲，以

免傷己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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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及成績處理 

1. 終點設於賽事中心附近，由終點返回賽事中心約 5 分鐘，沿途有指示。 

2.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均須在出發後120分鐘內或賽區下午14:30關閉前向終點報

到。遺失電子控制咭當作未能完成賽事論。建議賽員帶備手錶。 

3. 賽員抵達終點時，須把電子控制卡插在「終點控制器」上，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完結。 

4. 賽員必須於完成比賽後前往成績計算站，並將電子控制咭上的記錄下載及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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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成績計算站設於終點旁邊。 

6. 所有賽員請緊記，無論是否完成賽事或遺失電子控制咭， 均必須返回終點報到。 

7. 賽員切勿在完成賽事後，把電子控制咭放置在任何「電子打孔器」或「起點啟動器」之

上，以便賽會有需時可以覆核電子控制咭的記錄。 

8.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 SI電子控制卡的紀錄計算, 若然 SI電子控制卡未能記錄賽員到訪某

個控制點的紀錄或賽員發現電子系統失效時, 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打孔器, 打在地圖上

的打孔格內, 並於打印成績時告知賽會工作人員, 以便賽會核實。若然兩者都無法證明

賽員曾到訪該控制點, 該控制點記錄將會視作無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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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規則 

1. 比賽限時為 120 分鐘。 

2. 香港定向總會 「野外定向比賽則例」適用於本賽事。 

3. 除賽事提供之地圖及允許之裝備外，不可使用任何輔助器具。 

4. 遺失電子控制咭將當未完成賽事論，但仍須向終點報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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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賽會可隨時增加或修改比賽規則，而無須於比賽前通知各賽員，但會在比賽當日公佈。 

7. 賽員須服從賽會指示，違反比賽規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8. 賽員必須尊重其他賽員及行山人士的權利，比賽賽員並沒有道路使用優先權。 

http://www.oahk.org.hk/tech/news/competition-bylaw-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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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及抗議 

1. 賽員如認為有違反香港定向總會「野外定向比賽則例」的事項或對賽會之指示有異議，

可以作出投訴。投訴需盡快以書面向賽會提出。賽會在最後成績公佈 15分鐘後終止接

受投訴。 

2. 如賽員對賽會的投訴處理有所異議，可作抗議。抗議可由賽員、屬會工作人員或賽事工

作人員提出。抗議必須在賽會公佈投訴結果後 15分鐘內以書面向賽會或裁判團成員提

出。 

 
 
備註 

1. 本「賽事資料」內容如有更改，以賽會當日公佈為準，有關內容將在賽事中心公佈。 

2. 所有賽員必須尊重其他賽員的權利，大會及賽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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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當日上午 7 時或之後，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賽事

將順延至 2 月 21 日舉行。惟比賽地點，比賽程序及出發時間維持不變。 

6. 賽員如在比賽中受傷或遇上緊急事件需要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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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求救訊號指哨子連吹六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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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ahk.org.hk/tech/news/competition-bylaw-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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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指引 

1. 是次賽事將使用「SPORTid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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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電子控制卡的紀錄計算, 若然電子

控制卡未能記錄賽員到訪某個控制點的紀錄或賽員發現

電子系統失效時, 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打孔器, 打在地

圖上的打孔格內, 並於打印成績時告知賽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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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4. 請核實其所持之電子控制咭號碼與編印在出發名單上之號碼相同，如有錯誤，需立即通

知賽會以作 修改。 

5. 比賽期間，請小心保管大會提供之電子控制咭，如有遺失、損壞，將要賠償港幣 280

元。 

 

出發 

1. 賽員需在出發前在「清除控制器」(Clear) 及「檢查控制器」(check) 上打卡清除舊有

比賽記錄, 待控制器發出聲響及燈號後方可進入三分區。 

2. 當「出發響號器」發出 6 秒響聲之最後一聲長響後，將電子控制卡插在「起點啟動

器」，待控制器發出 聲響及燈號後，立刻出發，賽員比賽隨即開始計時。 

 

比賽途中 (越野式) 

1. 賽員有責任確保 SI電子控制卡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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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響聲, 方可移

開 SI電子控制卡, 賽員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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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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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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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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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 

1.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應立即將電子控制咭插入「終點控

制器」，而賽員的比賽時間亦以該刻起完結。 

2. 請跟隨指示，到成績計算站，將 SI電子控制咭的記錄

下載後，賽員即可領取參考成績印表, 之後請按工作人

員指示交還電子控制咭。 

 

2 x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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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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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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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坪洲鄉事委員會 

離島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香港定向總會各職員 

mailto:info@oahk.org.hk
http://www.o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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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洲旅遊資料 

 

 

~~  溫馨提示  ~~ 

 

 ** 坪洲是一個旅遊地點，環境寧靜，空氣

清新，島上廟宇林立，島中央永安街內更

有些懷舊冰室以及各式各樣美食，當日可

隨意品嚐。 

 

** 保存好地圖，所有賽員出發後，大會會

貼出坪洲各名勝 廟宇 + 名店 位置圖，

以供各位記錄在地圖上，日後再遊坪洲

用。. 

 

有關更多坪洲的歷史故事及 

生態文化資料, 可瀏覽: 

http://www.greenpengchau.org.hk 

 
龍母廟 

龍母廟位於坪洲東灣，具 2,200年歷史。坪

洲的悅龍聖苑，由始創人於戰前(1941年龍

母誕)從悅城祖廟分香請至香港,其後建廟於

葵涌，續因地區發展而遷至坪洲,於 1971年

龍母誕開光。每年農曆五月初八為龍母誕

辰，不少信眾團體都會到來進香賀誕。據說

觸摸廟內的龍床可消災解難，並帶來好運。 

由永安街步行至大巷，轉入志仁街（20 分

鐘）。 

 
天后廟 

這座天后廟具有 200年歷史，漁民在廟內擺

放了一副逾百年歷史的八呎長鯨骨，用以供

奉天后。由坪洲渡輪碼頭步行至露坪街盡頭

（5 分鐘） 

http://www.greenpengchau.org.hk/
http://www.greenpengcha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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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山「鳳萍亭」 

沿永安街南行拾級而上，可抵全島最高的手

指山「鳳萍亭」，遠眺青馬大橋的景色；並

飽覽鄰島的迷人風光。返回永安街，步行至

聖家路，再由南山路登山至鳳萍亭（30 分

鐘）。 

 

 
金花廟 

金花廟在八十年代重修，相傳金花夫人能庇

佑善信百子千孫。 

由永安街沿金坪邨方向步行（2 分鐘）。 

 

 
灰渣洞 

大利島對岸的北灣尾有一個洞穴名叫「灰渣

洞」，它是坪洲灰窰業發展的見證，因為從

前北灣的灰窰廠製成的灰，經過篩選之後，

餘下的灰渣便倒在海岸邊，漸漸便形成了一

個小山丘，最後經過多年風、雨、海水的侵

蝕，形成了今時今日的灰渣洞。 

 

 
大利島 / 坪洲大利橋 

大利島 名字由來是因為從前有一間大利灰

廠而命名。從碼頭大約步行十五分鐘左右便

會到達大利島，途中會碰上「仙姊廟」，旁

邊還有哪吒與孫悟空同住的三太子廟。 

 

http://www.hkwalker.net/photos/local/pengchau/T0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