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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賽事資料 

日期：2017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 

時間：11:30 – 17:00 

地點：紅燈山(馬頭圍及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 

形式：沿徑定向精確賽(PreO)—包括沿路控制點賽程（順序到訪控制點）及 計

時控制點 (Timed Control)兩個部份 

地圖：比例 1:4,000、等高線間距 2.5 米彩色地圖 

2017 年 8 月全新版 

採用 ISSOM2007 繪圖標準及國際控制點提示符號 

獎項：各組前三名均會獲頒冠亞季軍獎牌，如個別組別參賽隊數少於四人，只頒

冠軍獎 

 

二  賽事主要人員 

賽事主任：     李志堅 

繪圖員及賽程設計員：  李德根 

賽事中心及成績處理主任： 許樂軒 

賽區主任：     李德根 

起點主任：     梅浩霖 

終點主任：     陳國偉 

計時控制點主任：   黃玉清(A 站)、梅浩霖(B 站) 

 

仲裁團：    李伏龍 (青進野外定向會) 

      施煥堃 (華仁定向會) 

      鐘慧芬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賽事查詢及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54018708 

 

三 「2017 年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精英組入圍資格的計算 

本賽事的高級組別已被香港定向總會列為「2017 年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精英

組的入圍賽之一，精英組入圍資格的計算方式為，本賽事的高級公開組及高級

學生組兩個組別的成績將合併計算，成績最好的 10 位賽員將可有資格參加

「2017 年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精英組角逐獎項。而在此之前已取得該錦標賽

入圍資格的賽員，不會計入該 10 個資格名額之內, 餘下名額將順最佳成績次序

選取 10 位最好成績的賽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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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賽事流程 

11:30 – 賽事中心開放 

12:20 – 沿路控制點賽程出發區開放 

12:30 – 開始出發，必須依編排時間出發，逾時不予補發時間 

13:30 – 沿路控制點賽程出發區關閉 

13:50 – 計時控制點開放，所有賽員須排隊等候 

15:30 – 沿路控制點賽程賽區關閉 

15:45 – 派發解答圖 

16:15 – 公佈成績 

16:30 – 頒獎 

17:00 – 賽事結束 

 

大會因應當天具體情況而會略為調整程序，並於賽事中心公佈。 

 

五 賽事中心 

1.賽事中心附近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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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賽事當日上午 9 時開始，常樂街花園和馬頭圍及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定為賽員

禁區範圍，參加者賽前進入該範圍可被取消參賽資格。 

 

 

 

 

 

 

 

 

 

 

 

 

 

 

 

 

 

3.賽事中心設於何文田常樂街花園(第二期)，賽員無論採用何種交通工具，必須

從佛光街進入常樂街花園。 

4.賽員可採用的公共交通： 

(a)港鐵：何文田站 A2 及 A3 出口 

(b)巴士：九巴—7B、8、17、18、41、45 

城巴—E21A 

(c)小巴：綠色專線—8、27M、27MS 

紅色小巴—71(旺角<->黃埔新村) 

5.賽事中心附近常樂街與佛光街交界東南角有公共洗手間及淋浴更衣室，旁有飲

水機。 

6.賽事中心內（常樂街花園(第二期)）沒有小食亭或飲水機，賽員需自行準備充

足補充水分，也可到附近的何文田廣場自行購買。賽事中心將放置小量補充飲

用水可讓賽員添加。 

7.大會不設行李寄存服務，賽員需自行負責自己帶來物品的保管，大會概不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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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賽事中心會顯示大會時間。 

9.於賽事中心領取物品及其注意事項： 

(a)號碼布：扣於身前當眼處，賽後請不要在現場棄掉。 

(b)控制卡(紙質)：沿路控制點賽程答題用，領取後請即填寫姓名、賽員號碼及

組別，控制卡分正本與副本兩半，中間有虛線，請沿線摺疊，

依正本使用，於賽事中心的成績處理處將控制卡正本交予工

作人員，副本自留備份。 

(c)指咭：本賽事採用華瑞建電子打咭及計時指咭，由本會提供。用於起點與終

點記錄比賽時間，及計時控制點答題之用，賽後於賽事中心下載成績

並立即交還， 

借用的電子計時指咭乃香港野外定向會財產，賽員在比賽期間有責任

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損毁，香港野外定向會將收取該賽員賠償費用

港幣$150 。 

(d)定向打孔夾：於沿路控制點賽程時控制卡釘選答案時使用，凡於控制卡重複

打孔、打孔出格、同一控制點多於一格打孔，皆視為錯誤答案，

請小心打孔，賽後交還。 

 

六 天氣酷熱警告 

因比賽當天可能天氣酷熱，請所有參賽者必須帶備充足補充飲用水可在全賽程飲

用，建議帶備不少於 1 公升。另賽程沿途沒有樹蔭的路段較長，建議帶備防嗮太

陽帽或太陽傘，防紫外線太陽鏡， 唯在觀察點(DP)時必須收起太陽傘，沿途使

用太陽傘時請注意避免阻礙其他參賽人士進行比賽。 

 

七 賽程資料 

組別 

沿路控制點賽程 計時控制點 

長度 (km) /

攀高(m) 

控制點數 Z 答案 限時(分) 題數 限時(秒) 

高級公開組（AO） 

高級學生組（SA） 
2.0 / 60 22 設有 120 2 60 

初級公開組（BO） 

初級學生組（SB） 

家庭組（FAM） 

體驗組(CATI) 

1.6 / 60 14 不設 90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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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比賽流程 

1.首先進行沿路控制點賽程，之後才到計時控制點比賽。 

2.請帶齊比賽物品依指示前往出發區，路程約 400 米，自行掌握時間前往。 

3.請依編排時間出發，逾時不予補發時間。 

4.先把電子計時指咭在清除器上 3-5 秒清除指咭內的記錄，出發時鐘響聲最後一

聲拍起點器後領取地圖開始比賽。 

5.返抵終點，在終點器上打咭。 

6.沿指示牌返回賽事中心成績處理處，路程距離約 900 米。 

7.返回成績處理處時將控制卡正本及定向打孔夾交給工作人員，下載電子計時指

咭時間，之後記得將指咭在清除器清除資料。 

 

本賽事使用 Chinahealth 電子打咭及計時系統 

 清除器   起點器  終點器 

 打咭(指咭放在點簽器圓圈位置上，有嗶聲和紅燈閃亮) 

8.請帶同指咭依指示隨即前往計時控制點賽程，路程約 320 米。 

9.計時控制點出發時間不編定，先到先出發。 

10.計時控制點的流程： 

(a)計時控制點分設 AB 兩站，高級組到 A 站作賽，初級組、家庭組及體驗組到

B 站作賽。 

(b)工作人員召喚進入計時站，賽員安坐。 

(c)派予計時控制點問題卡，工作人員未說開始，不能打開閱讀。 

(d)工作人員隨即向賽員說出 Alpha、Bravo、Charlie、Delta 和 Echo，並同時

指示各控制點標誌旗（燈籠）方向所在。 

(e)工作人員說「開始」，賽員隨即在起點器上打咭，並打開問題卡閱讀作答。 

(f)賽員以指咭在面前相應的答案點簽器上（A, B, C, D, E）打咭，工作人員隨即

口頭複述答案核證。 

(g)賽員聽到工作人員複述答案後，可即閱讀作答第二題。 

(h)賽員第二題打咭後，記得隨即在終點器上打咭停止計時，否則自負損失時

間之責任。 

(i)工作人員會有成績副本交予賽員，請核對無誤才離開。 

11.比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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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必須注意的地圖繪畫資料 

 

1.不會繪畫在地圖上的特徵，包括： 

(a)燈柱 

(b)公園水喉柱 

(c)胸徑不足 50cm 的樹木 

(d)人造斜坡上的排水溝 

2.胸徑 50cm 或以上的樹木，或灌木，以綠點(419)表示。 

3.以水泥漿鋪蓋的崖坡，以岩面地(212)繪畫。 

4.賽區路網複雜，多處為不可進入之路段及禁區，會於地圖上以粗紫紅線或紫紅

交叉橫擔在地圖路徑的符號上，賽員不可通越。 

而禁區部份會以紫紅間線表示，賽員進入禁區，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實地會於

禁越位置貼有紅白禁區膠帶警示。 

地圖圖示： 

 

 

 

十 沿路控制點賽程要點 

 

1.出發區 

(a)賽事中心往出發區，路程 400 米，請自行掌握時間前往。 

(b)賽員必須依時出發，逾時出發，大會不會補發時間。 

 

2.賽區 

(a)所有組別，起點至第 3 控制點之間，可在圍欄內的白林任意走動。 

(b)第 3 控制點及之後的賽程必須在准許的鋪砌地面上走動觀察，不得進入樹

林、草地或泥面地，否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c)有些路段入口，為清楚引導賽員進入，地圖上會以紫紅色虛線印上，實地會

拉設黃黑膠帶引導。 

(d)高級組，凡是 A 控制點，均不設觀察點(Decision Point，即 DP)。 

(e)初級組、家庭組及體驗組，所有控制點均設有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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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牌圖示如下： 

 

 

(f)賽區不設定向打孔夾，賽員各自持在出發前領取的定向打孔夾作賽。 

(g)控制卡樣式及其使用方法： 

沿中間虛線摺疊，釘選答時請以正本面向上，那麼，同時可以在正本和副

本上釘選了相同的答案。 

如：第 1 控制點有 A-E，選答 E，便在 1E 格打孔； 

第 2 控制點有 A-C，2D 和 2E 格不需理會，選答 C，便在 2C 格打孔； 

第 3 控制點有 A-B，3C 至 3D 格不需理會，選答 Z，便在 3Z 格打孔。 

初級組、家庭組和體驗組沒有 Z 答案，故不需理會 Z 格。 

 

 

(h)控制卡上，重複打孔、打出格、漏打及多重選擇，均當作為錯誤答案。 

(i)控制卡上，只接受定向打孔夾打孔，其他方式造成的孔洞均不接受為答案。 

(j)比賽過程中，請保持安靜，不得無故發出有影響其他賽員的聲響，如賽會接

獲其他賽員的投訴，可對因影響他人作賽的參加者作出警告或取消其比賽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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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終點 

(a)在終點打終點器已停止賽程的計時。 

(b)大會不收回沿路控制點賽程的地圖，請妥善保管，禁止向未出發賽員展示

賽圖，亦禁止向比賽中的賽員展示地圖及指示比賽。 

(c)終點返回賽事中心，路程 900 米，還有計時控制點需要作賽，請從速返回

賽事中心。 

(d)返回賽事中心的成績處理後，下載電子計時指咭的時間，交回控制卡正本

及定向打孔夾，之後記得將指咭在清除器清除資料。 

 

4.計時控制點賽程 

(a)工作人員指示各燈籠所在後，隨即開始作答，賽員不得以各種理由拖延開始，

以賺得更多觀察時間。 

(b)工作人員未說開始，不能打開計時控制點問題卡閱讀。 

(c)賽員必須以指咭在面前相應的答案點簽器（A, B, C, D, E）打咭，工作人員隨

即口頭複述答案核證，賽會不接受賽員口頭作答。 

(d)賽員聽到複述答案後，方可閱讀作答第二題，否則該題當作沒有作答，以

「X」記錄。 

(e)必須順序作答，不能先答第二題，後答第一題。 

(f)每題只可作答一次(即打咭一次)，當工作人員口述賽員所指答案的複核時或

之前，賽員再次在另一答案點簽器上打咭，則該題當作重複作答，以「W」

記錄。 

(g)無論是 X 或 W，皆為錯誤答案。 

(h)工作人員說「開始」，賽員隨即在起點器打咭開始計時，賽員在第二題打咭

後，賽員亦隨在終點器打咭停止計時。 

(i)賽員不得帶走計時控制點問題卡。 

 

十一 比賽用品規定 

1.比賽中只可用磁針式指南，禁止使電子指南針。 

2.錶面無地圖及座標顯示的 GPS 手錶可使用，其他電子器材及工具一律禁止使用，

包括通訊器材、攝影器材等。 

3.禁止使用望遠鏡。 

4.文具亦不能使用，包括筆、間尺等。 

5.可使用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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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成績計算 

1.沿路控制點賽程，答對一題得一分，答錯無分。 

2.沿路控制點賽程超時扣分，每五分鐘扣一分，不足五分鐘亦作五分鐘計。 

3.得分最多為勝。 

4.分數相同者，以計時控制點總耗時最少為勝。 

5.計時控制點，有 A-E 五個燈籠，設兩題，沒有 Z 答案。 

6.計時控制點，每答錯一題罰加 60 秒，總耗時是答題所用時間再加罰時，舉例

如下： 

(a)情況一 

賽員 A，兩題共用去 15 秒，但錯了一題，罰加 60 秒，因此他的總耗時是

75 秒。 

(b)情況二 

賽員 B，兩題共用去 45 秒，兩題答對，不用罰加時，因此她的總耗時是

45 秒。 

7.若沿路控制點賽程的分數和計時控制點總耗時，兩者皆相同，則名次並列，二

人並列，緊後一個名次不用，三人並列，則緊後兩個名次不用，餘此類推。 

 

 

十三 成績公佈、投訴及抗議 

1.成績及名次於賽事中心公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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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親自向大賽會提出，並請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號碼。 

3.有關投訴將由大會處理，裁決結果將立即通知提出投訴的賽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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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向仲裁團提出。倘超出這個時限，大會將不受理任何抗議。 

5.抗議的投訴將由仲裁團商議裁決，仲裁團的裁定為最終判決。 

6.如投訴人為仲裁團成員之一，大會將即時現場委任另一賽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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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賽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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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F Trail Orienteering Events (2013)及香港定向總會「定向賽事則例」適用於

本賽事。 

2.本賽事嚴禁以替代身份出賽。 

3.比賽期間不可與其他賽員有任何交流。 

4.比賽用品，依上述第十項的「比賽用品規定」。 

5.賽區內的禁入路徑，依上述第八項第 4 點。 

6.賽員不得離開路徑或准許通過區域，依上述第九項第 2 點。 

7.賽員如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 

8.賽員不可在比賽當天提前進入賽區。 

9.大會可隨時增加或修改比賽規則，但會在比賽當日公佈。 

10.違反任一項規定，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11.為確保賽事順暢進行，賽員須遵守比賽規則及服從工作人員的指示。 

12.請尊重公園遊人的權利，大會及賽員均沒有使用公園之優先權。 

 

十五 惡劣天氣情況的安排 

如比賽日天文臺發出惡劣天氣警告，將在本會頁www.hkoc.org和面書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oc.oc發佈賽事的安排，請參閱下表。參加者也可以致電 

5401 8708查詢。本會保留權利取消賽事或改期重賽，敬請留意本會網頁發放的

消息。 

天文台發出的天

氣警告訊號 

比賽日發出時間 

 

賽事安排 

 

公佈方式 

 

強烈季候風；或 

一號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或黃色暴雨 

任何時間 如常舉行 不另行公佈 

雷暴警告 

 

賽事出發前兩個半小時

內，即10:00時或以後 
到達賽事中心報到 

賽會在賽事中心現場公佈

安排 

賽事進行中 
賽會按天文台發佈雷暴區

域情況安排及公佈 

如需停止賽事，賽會將透

過賽區工作人員通知參賽

隊伍 

紅/黑色暴雨，或 

三號，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10:00時或之後 賽事取消 賽會將在網站上公佈消息 

賽事進行中 

賽事終止，參賽隊伍儘快返

回賽事中心或留在安全地

點，並向賽會賽區工作人

員報告安全 

由賽會透過賽區工作人員

通知參賽隊伍 

http://www.hkoc.org/
http://www.facebook.com/hkoc.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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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沿徑定向資料 

 

1.IOF “Technical Introduction to TrailO for Experienced Foot Orienteers”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Technical-Introduction

-to-TrailO-for-Experienced-Foot-Orienteers1.pdf 

2.IOF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lite Trail Orienteering”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Technical-Guidelin

es-for-Elite-Trail-Orienteering1.pdf 

3.香港野外定向會 facebook 專頁的「HKOC 沿徑定向教室」 

https://www.facebook.com/hkoc.oc/ 

4.IOF ISSOM2007 繪圖標準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nternational-Specifica

tion-for-Sprint-Orienteering-Maps-2007_corrected-201211.pdf 

5.IOF 控制點提示符描述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Control-Descripti

ons-2004.pdf 

 

 

十七 鳴謝 

康樂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理事長林士斌先生 

本賽事各參與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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