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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公園定向同樂日 

參加者須知 

活動資料 

日期 : 2017 年 11 月 4 日 (星期六)  

地點 : 啟德郵輪碼頭公園 及 啟德跑道公園  

地圖 : 1:2,000 定向彩色地圖 (2017 年 10 月版)  

獎項 : 本活動不設獎項 

名額 : 500 人 (即場報名，先到先得) 

 

活動當日查詢電話:  9319 8176 
 

主要工作人員 

賽事控制員 : 余世航先生   

賽事主任 : 伍玨熙先生   

賽程設計員 : 黃千愷先生   

    

報到處主任 : 鄭棨文先生 賽區主任 : 黃千愷先生 

預備出發區主任 : 陳允哲先生 終點主任 : 伍玨泳先生 

起點主任 : 黃泓瀚先生 成績處理主任 : 徐冠維先生 

 

流程  

14:45 報到處開放及開始登記 
15:00 開始出發，終點及成績處理開放 
16:30 起點關閉 
17:00 所有控制點及終點區關閉，活動結束 
 

大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程序，請參加者留意報到處之公佈。 

主辦 協辦 
 

香港定向總會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贊助 
 

九龍城區議會  
Kowloon City Distric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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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 

1. 報到處設於啟德跑道公園。 

 

2. 參加者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報到處。 

• 小巴 

可於九龍灣站 (德福花園) 乘小巴路線 86 號於啟德跑道公園落客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 

• 渡輪 

富裕小輪 (航線 : 北角碼頭 <> 啟德跑道公園 <> 觀塘碼頭) 

• 巴士 

可於牛頭角站或觀塘站乘九巴路線 5R 於啟德郵輪碼頭總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3. 大會不會提供行李寄存服務，參加者請自行保管及處理個人財物，建議避免攜帶貴重物品。如有

遺失大會概不負責。 

4. 報到處將設有時鐘顯示大會時間。 

5. 報到處附近設有公共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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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1. 本活動使用 SPORTident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本參加者須知已附上「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須知」，請各參加者仔細閱讀)。  

2. 借用之電子控制咭乃香港定向總會財產，參加者於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損毀，

參加者須賠償港幣 280 元予香港定向總會。 

3. 參加者不得交換電子控制咭。  

 

出發程序  

1. 請先到報到處登記及借用電子控制卡。 

2. 是次活動禁止穿著金屬釘鞋。 

3. 挑戰組及新秀組的出發區離報到處 400 米。途中會經過扶手電梯。參加者請站穩並緊握扶手，

切勿在電梯上走動。 

4. 體驗組出發區設於報到處旁。 

5. 進入出發區時請守秩序排隊，工作人員將安排參加者分批出發。 

6. 請在「清除」及「檢查」控制器上打咭，以清除電子控制咭的舊紀錄。  

7. 工作人員完成登記並示意後，請將把電子控制咭插進「起點控制器」的圓孔及取閱地圖。 

8. 地圖上標示「三角」的位置為起點。已出發的參加者請盡快離開出發區，以免阻塞通道。  

9. 出發區將於 16:30 關閉。  

 

賽區資料  

1. 賽區是兩個可跑性高的市區公園，賽程以三合土地及草地為主。  

2. 參加者不得進入或通越以下圖例標示「不可通越」的地方。 違者將被取消資格。如有受傷大會

概不負責。 

 

3. 大會並沒有使用賽區的優先權。參加者在競賽時請小心，避免撞倒其他公園使用者或參加者。 

4. 賽區內不設水站， 如有需要，請自行攜帶食水飲用。 

5. 參加者應避免損壞公園內的設施，若有損毀，後果自負。 

6. 所有控制點將於 17:00 關閉。 

賽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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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組賽程之參考資料如下，有關資料以大會於活動當天公佈為準。 

 

賽程 組別 形式 長度 (米) 控制點數目 限時 (分鐘) 

X 挑戰組 越野式 1,200 18 30 

Y 新秀組 越野式 900 12 30 

Z 體驗組 奪分式 不適用 6 30 

 

終點及成績處理  

1. 所有參加者無論完成與否，或遺失電子控制咭，均須在活動結束前返回終點報到，否則當失蹤

論。  

2. 當參加者抵達終點時，應立刻把電子控制咭插進「終點控制器」的圓孔，而用時亦在該刻完結。  

3. 成績處理站設於終點旁。請跟隨指示到成績處理站交還電子控制卡，工作人員會下載電子控制卡

的紀錄及列印比賽時間給參加者參考。 

4. 賽會不會回收地圖，參加者可留為紀念。 

 

備註 

1. 活動當日正午如有 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任何暴雨警告警告生效，活動將不會舉行。 

2. 活動當日如有雷暴警告生效，大會將按當時情況決定是否繼續作賽。  

3. 所有參加者必須尊重其他參加者的權利，大會及參加者沒有使用公園的優先權。請小心途人， 

避免碰撞。  

4. 參加者須自行負責個人意外及財物損失的責任，大會概不負責。  

5. 參加者須遵守公園守則及保持地方清潔。  

6. 參加者請留意天氣及個人情況。有需要時請帶備足夠飲料、遮擋陽光工具及防蚊用品。  

7. 本「參加者須知」內容如有更改，均以大會當日公佈為準，有關內容將在報到處公佈。  

8. 大會保留對本「參加者須知」之最終詮釋權。  

9. 大會保留一切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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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號奧運大樓 1014 室 

網頁:  http://www.oahk.org.hk/ 
 

鳴謝 

香港定向總會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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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須知  

 

1. 是次活動將使用「SPORTident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2. 若大會沒有發出「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失效的通知，所有參加者都不得拒絕使用這套系統;  

3. 參加者的成績將根據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計算，若然 SI 電子控制咭未能記錄參加者到訪某個控

制點的記錄或參加者發現電子系統失效時，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打孔器在地圖上的方格內打孔以

便大會核實。若然兩者都無法証明參加者曾到訪該 控制點，該控制點記錄將會視作無效。  

出發  

1. 參加者需在出發前在「清除控制器」(clear)及「檢查控制器」(check)上打咭清除舊有比賽記

錄。  

2. 參加者在起點響鐘發出長響後，必須馬上離開出發區。 

比賽途中 

1. 參加者有責任確保 SI 電子控制咭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中，參加者必須將 SI 電子控制咭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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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控制咭，參加者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理由。  

例子一:參加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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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二: 參加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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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無需理

會，繼續賽事。(如下圖)  

終點  

1. 當參加者抵達終點時，應即前赴「終點控制器」拍咭，而參加者的比賽時間亦以該 刻起完結;  

2. 請跟隨指示，儘快返回成績計算站中，將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成功下載後，參加者即可領取參

考成績印表。  

成績處理 

1. 參加者切勿在完成活動後，把 SI 電子控制咭放置在任何「電子打孔器」或「起點控制器」之

上，以便大會有需要時可以覆核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 

2. 所有成績均以大會的成績公佈為準，參加者個別的成績印表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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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定向運動簡介 
 

甚麼是定向 

定向需利用地圖尋找地圖上的地徵。當中包括不同的路線選擇，考驗你的導航能力。 

 

裝備 

 

地圖 大會在起點提供 

 

指南針 找尋方向 

 

哨子 緊急情況下求救用 

 
電子控制咭 紀錄到訪控制點及用時 

 號碼布 扣於身體前方，方便工作人員識別 

 

形式 

越野式 (Cross Country / Point-to-Point) 奪分式 (Score) 

  
✓ 必須順序 

✓ 到訪所有控制點 

✓ 以用時定名次 

✓ 無須順序 

✓ 各控制點有不同分數 

✓ 限時內任意到訪控制點取得最多分數 

✓ 以得分定名次，同分則再以用時定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