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新界區) 

District Park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s 2017 (New Territory) 
 

賽員須知 Event Information 
 

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 

地點：北區公園 

形式：越野式(需順序到訪控制點) 

地圖：2017 年版 1: 2500 彩圖，ISSOM2007 標準，2 米等高

線間距，IOF 符號提示 

獎項：每組前 6 名可獲頒發獎牌及證書  
協辦屬會：皇仁書院野外定向會 

賽事控制員：馬樂軒先生 

賽事主任：梁宇恒先生 

路線設計：戴祟哲先生、陳焯楷先生 

賽前之查詢電話：2504 8112 (辦公時間) 

比賽當日聯絡電話：9319 8176 

 

定向運動考驗賽員獨立迅速解難能力；賽員不能進行賽

前實地考察；比賽進行期間，其他人不可干擾任何賽

員。 

比賽流程 

時間 程序 

10:30 賽事中心開放 

11:00 出發區開放，賽員自由出發 

12:00 出發區關閉 

13:00 關閉賽區 

13:30 賽事結束 

*頒獎時間將於各組首六名成績確認後即埸公佈。 



 

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位於北區公園露天劇場。 

2. 賽員須經指定入口前往賽事中心，否則可被取消資格。 

3. 賽會不會提供行李寄存服務，賽員請自行保管及處理個人財物。如有遺

失，賽會概不負責。 

4. 賽事中心設有大會時間顯示。 

5. 賽員請自行到賽事中心領取號碼布，憑號碼布領取電子控制卡。 

 

  



交通 

1. 賽會不安排交通，賽員須自行前往賽事中心。 

賽員可乘以下公共交通：(港鐵上水站 B2 出口－北區公園)  

交通 ： 

-港鐵上水站 步行往北區公園，約需 15 分鐘。  

    -九巴 73K、78K、79K、261、270、270A、270B、273B、276、276P

、277E， 278X、279X、 678 線巴士於上水總站 (部份路線途經 只供

落客)上水廣場下車，然後步行 20 分鐘前往。   

    -綠色專線小巴 44 、 44A 、 50K 、 51K 、 55 於 港鐵上水站 下車

，然後步行 20 分鐘 前往。  

  

(查詢: 九巴 27454466, www.kmb.hk / 港鐵 28818888, www.mtr.com.hk) (請

參閱附圖) 

 



出發程序 

1. 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旁。 

2. 賽員需將號碼布扣於胸前，並帶備電子控制卡，否則將不獲准出發。 

3. 賽會建議賽員帶備哨子及指南針。 

4. 是次賽事採用自由出發程序，參賽者只需於 11:00-12:00 期間到達出發區

排隊出發便可，出發間距為 1 分鐘。 

5. 賽員出發後方可閱讀地圖。 

6. 請將電子控制卡置於起點啟動器上，隨即開始計時。 

7. 已出發的賽員需馬上離開出發區。 

賽程資料 

 
各組比賽限時為 60 分鐘。 
各組預計勝出時間為 12-15 分鐘。 

賽程長度以最佳路線量度。 

各賽程長度及控制點數目與其難度沒有直接關係。 

 

  

賽程 組別 長度 (米) 攀高 (米) 控制點數目 

A MC 1600 30 16 

B MD 1200 25 13 

C WC 1400 30 15 

D WD 1100 25 13 

E ME/WE 900 20 11 

F MF/WF 700 10 11 



賽區及地圖資料 

1. 賽區大致平坦，大部分地區設有大量三合土小徑，可跑性極高。部分賽區

地面為泰坦地。 

2. 家長、導師只可在賽事中心等候賽員。 

3. 所有賽程均設有觀賞點，賽員將途經賽事中心，歡迎家長、導師在旁拍

照。此外，觀賞點設有清晰指示，所有賽員必須跑經上述指定路線，否則

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4. 公園遊人眾多，賽員請小心避免碰撞。 

5. 賽會將安排工作人員在賽區巡邏及拍照。 

6. 賽區不設水站，賽員如有需要可帶備適量食水或飲料。 

7. 請遵照工作人員指示，以使比賽能公平及順利進行。 

終點及成績處理 

1. 終點區設於賽事中心後方，各家長及導師可在此範圍等候賽員衝線。 

2. 賽員抵達終點時，須在終點打卡器拍卡，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完結。 

3. 請跟隨指示到成績處理交還電子控制卡，工作人員會下載電子控制卡的紀

錄 及列印比賽時間給賽員參考。 

4.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控制卡，亦必須向終點報到，否則當

失  蹤論。 

5. 賽會不會收回已完成賽事賽員的地圖，請勿將地圖及賽程透露予未出發之

賽員，如有違反，雙方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 

6. 成績單副本只供參考之用，正式成績以大會兩套成績處理系統為準。 

  



比賽規則 

1. 香港定向總會之「定向比賽則例」適用於本賽事。 

2. 除賽會提供的地圖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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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線電話及對講機)。 

3. 比賽期間賽員之間嚴禁作出任何形式的交流。 

4. 賽事為個人比賽，其他人不可於比賽期協助或指導賽員。 

5. 所有賽員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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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員對比賽成績有異議，可於成績公

佈後 10 分鐘內以書面向賽會提出。 

6. 賽員並沒有使用公園之優先權。 

7. 賽員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需按價賠償予香港定

向總會。 

8. 賽員需遵守公園規則及賽會指示。 

9. 嚴禁踐踏花圃。 

10. 嚴禁代跑。 

11. 賽員不可使用他人之電子控制卡作賽。 

12. 違反比賽規則者可被取消資格。 

13. 請各參加者善用公園內的廢物回收箱，以保護環境。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1. 本賽事使用 SPORTident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2. 租用之電子控制卡乃香港定向總會之財產。如有遺失或損毀，賽員須賠償

港幣$280 予香港定向總會。 

3. 賽員不得交換電子控制卡代替他人出賽，違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電子計時系統使用方法  
1. 賽員有責任確保計時指卡成功放置在打卡器上的感應區(數字下方圓圈位

置)，打卡器將發出連續響聲，表示資料已紀錄在計時指卡內。  

      

 

2. 計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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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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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控制點繼續順序重打。  

如下圖：  

    

 

ii. 錯打其他控制點：不用理會，只須依正確次序打孔  

 例子二 : 賽員由 2 號控制點前往 3 號控制點途中，誤打非地圖指定的控制

點(X) ，賽員無需理會，繼續賽事。 

 如下圖：  

   

 

3.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計時指卡的記錄計算。  

  

  



4. 若然打卡器失靈，請利用掛在控制點上的機械式針孔打卡器，在地圖上的後

備格上打孔(如下圖示)，並於下載成績時向工作人員報告。  

 

5. 如使用他人之電子控制卡，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備註 

1. 本「賽員須知」如有任何更改，均以比賽當公佈為準。 

2. 所有參賽賽員及其家長須自負個人意外責任，賽會概不負責。 

3. 比賽當日上午 9 時後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賽會將按賽區當時實際情

況，決定如常、順延或取消。請賽員先到賽事中心，待賽會公佈安排。  

4. 比賽當日上午 9 時後如有黃/紅/黑色暴雨警告、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

訊號仍在生效，賽事將不會舉行。延期作賽或其他安排，將會在香港定向

總會網頁 http://www.oahk.org.hk 發放。 

  



嗚謝 

1.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2. 聖約翰救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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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