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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香港定向總會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  

地點：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形式：沿徑定向速決賽 (TempO) – 每站多題根據實地、地圖和提示符號選擇正確控制旗號 

地圖： 比例 1:2000、等高線間距 2 米、2017 年版本、 

採用 ISSOM 2007 地圖規範及國際定向提示符號 

賽事規則：賽事採用國際定向聯盟  

Competition Rules for IOF Trail Orienteering Events (valid from 1 Jan 2017)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Trail-O-Rules-2017.pdf 及  

香港定向總會定向賽事則例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50721_Bylaw%202015-

Chinese%20(Updated%202015.6.24).pdf 

組別： 精英組(E)，高級公開組(AO)，高級青年組(AY)，初級公開組(BO)，初級青年組(BY)  

獎項： 賽事各組設冠、亞、季軍 

賽事控制員 ：蘇穎敏女士  

賽事主持 ：鄺文暉先生 

地圖更新 ：鄺文暉先生 

路線設計員 ：何進豪先生 

裁判團  ： 朱錦鴻先生 (YAOC) 

   許友昭先生 (Y2Y) 

   李德根先生 (HKOC) 

 

  

 

 

09:00-09:30 賽員報到集合 

09:30  所有賽員入營及進入隔離區，逾時者將不獲安排入營及參賽，敬請留意 

10:30-13:00 賽員依照出發名單指定時間出發比賽 

13:00-13:40 午膳(只限已訂餐賽員) 

14:00  賽區關閉，成績公佈，接受投訴，頒獎 

14:30  賽事結束 

13:45-16:30 自由參與營內活動 

16:30  離營 

＊賽會可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比賽程序，如有變更將於賽事中心公佈。 

賽事流程 

比賽資料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Trail-O-Rules-2017.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50721_Bylaw%202015-Chinese%20(Updated%202015.6.24).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50721_Bylaw%202015-Chinese%20(Updated%202015.6.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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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事中心位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內。 

2. 賽區由 2017 年 12 月 9 日上午 8 時起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4 時 30 分列為賽事禁

區。如發現賽員於比賽前進入禁區範圍，不論進行任何活動(包括宿營)，均會被取消參賽

資格。 

3. 為配合營地安排，所有賽員必須於上午 9 時 30 分前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

入口(下閘)集合，然後一同入營，逾時者將不獲安排入營及參賽，敬請留意。 

4. 賽事期間請使用營內指定的洗手間。 

5. 賽事中心將展示大會時間。 

6. 賽會不設行李寄存服務，賽員請自行保管好個人財物。 

7. 參加者請到賽事中心領取號碼布、扣針及控制卡。 

8. 參加者請務必遵守營地所訂的規則，如發現違規，營方可按有關規則要求參加者離營，

甚或勒令賽會終止活動。 

9. 請參加者自律，並遵照營地及賽會的指示；如需協助，請先向賽會提出。 

 

 

賽事中心 

賽事禁區 

集合地點： 

下閘 

西貢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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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員需自行安排交通到賽事中心指定集合點。 

2. 有關前往營地的交通，可參閱以下營地網頁「交通」： 

http://www.lcsd.gov.hk/tc/camp/p_skorc.php 

3. 營地不設停車位。營地附近有露天停車場設時租泊位，由最近的露天停車場沿康村路步

行前往賽事中心集合點需時約 5-10 分鐘。 

 

 

交通安排 

集合地點： 

下閘 

西貢消防局 

巴士站 

露天停車場 

http://www.lcsd.gov.hk/tc/camp/p_skor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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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旁，賽員請留意賽會當天的宣佈。 

2. 賽員必須扣好號碼布及攜帶控制卡，才獲安排出發。 

3. 賽員請按其指定時間到出發區報到及出發。 

 
 



1. 各組別的賽程、計時站數目及每站題目如下： 

Class 組別 計時站數目 每站題目 每站限時 

精英組(E) 4 5 150 秒 

高級公開組(AO)，高級青年組(AY) 3 4 120 秒 

初級公開組(BO)，初級青年組(BY) 3 4 120 秒 

2. 所有組別均有「全部皆非」(Zero)答案。 

3. 是次賽事不設初決賽，名次直接以當日成績計算。 

4. 賽員請於指定位排隊等候入站，等候期間敬請自律，及請勿阻礙營內其他使用者。 

5. 是次比賽中，在以下情況，答案會被定義為「Zero」 

控制點在地圖上要求的特徵和位置，如果： 

i. 放在正確特徵的所有標誌均距離要求的正確位置有很明顯的差距 (If there is a flag 

on wrong place on correct object, the distance is substantial)； 

ii. 放在錯誤特徵的標誌則距離會較以上情況小(以米計算，不是數以十米)，但仍能明顯

分辨不是要求的特徵 (If the flag is on wrong object the distance is substantially 

smaller, and we are talking in terms of meter and not decimeter)； 

iii. 已有標誌放在正確的特徵，但其位置放在要求相反的方向，或與提示不相符的位置，

如要求的位置是建築物的角落但標誌清楚地放在建築物的一邊 (It is also zero if the 

control description say otherwise, for instance opposite side of point feature, 

or if the control description says corner of house and the flag sits clearly on the 

side)。 

以上情況均會視為該控制點是零答案 (參考: 2016 年世界沿徑定向錦標賽 (WTOC2016)) 

 

出發程序 

賽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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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區內會有渡假營的營友使用渡假營的設施，賽員沒有使用任何行人路或通道的優先

權，請保持禮貌及克制。 

2. 賽區有各種能使用地圖標準符號的人造物顯示在地圖上，包括三合土地、梯級、建築

物、有蓋通道、管道、人造水道、圍欄、牆等。不過，太細小的人造特徵不會繪畫在地

圖上。 

3. 所有要使用特別符號的特徵均不會顯示在比賽地圖上，例如遊槳樂設施或雕像(黑色)、

水龍頭(藍色)。 

4. 人造物以外的地區會以其植被分佈來顯示，包括空曠地、可通過樹林、茂密樹叢等。 

5. 空曠地上的單獨大樹會以圖例符號顯示，然而不會顯示其樹冠範圍。 

 

 



1. 終點設於賽事中心旁。 

2.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控制卡，均須在限時內或賽區關閉前向終點報到，

否則會 被取消參賽資格 (DISQ)。 

3. 工作人員會收回控制卡正本。 

4. 賽員不得將賽程資料公開或透露予未出發的賽員，違者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無論完成賽事與否 

各賽員必須向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終點區 

賽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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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徑定向概念 

速決賽與一般傳統定向格式不同。參加者需要在指定位置觀察 6 個燈籠，根據地圖指示，決定

哪一個(最左手面為 A，至最右手面為 F)燈籠的位置與地圖描述相符。答案亦有機會為 Zero(即

所有燈籠位置皆錯誤)。成績計算方法為作答的耗時加答錯(每題)的懲罰加時，總耗時最短者勝。 

 

 

 

 

 

 

 



速決賽(TempO)  

速決賽成績以所有計時站總耗時來計算，獲得最短耗時的選手為勝出者。  

1. 請賽員在計時站停止牌前排隊，等候指示進入計時站比賽區域。 

2. 當工作人員指示可以進入時，排在首名的賽員方可進入比賽範圍。 

3. 賽員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作答。 

4. 每個計時站會一連串地進行多個控制點，不會間斷。 

5. 每個計時站的限時以每個計時控制點 30 秒來計算。 

6. 計時會由工作人員說「開始」時開始，直至賽員完成所有控制點或超過限時才結束。 

7. 在決定答案後請在答案板上選擇答案或以口頭作答，唯必

須於開始前選定及不可在該站比賽途中轉换作答方法。 

8. 工作人員可能會在限時結束前 10 秒，提示「尚剩 10 秒」。 

9. 答錯一個控制點會加 30 秒懲罰耗時。答錯越多，懲罰耗時越多。 

10. 每個計時站會有 6 面旗號；速決賽控制點是有 Z (Zero)答案 。 

11. 除指南針外，賽員禁止携帶任何器材及工具出賽，包括通訊器材、攝影器材及文具等。 

12. 排隊等候之賽員請勿偷看速決控制點之佈置，未有工作人員指示亦不可擅自離開隊伍，如有

違者可被取消資格。 

比賽要點 

沿徑定向資料 

速決賽(TempO)答案板 



OAHK | 香港定向總會 

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速決賽) 2017 

 

 

Page 8 of 8  

 

 
 

1.   香港定向總會(OAHK)沿徑定向技術介紹 (中文版) 

http://www.oahk.org.hk/trailo/TrailOTechnicalIntro-c.pdf  

2.   國際定向聯盟(IOF)沿徑定向技術指引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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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lines-for-Elite-Trail-Orienteering1.pdf 

3.   計時控制點進行流程(只作參考) 

http://youtu.be/ZnFLv1Ett6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職員 

賽事當日各工作人員 

 

 

鳴謝 

參考資料推介 

http://www.oahk.org.hk/trailo/TrailOTechnicalIntro-c.pdf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Technical-Guidelines-for-Elite-Trail-Orienteering1.pdf
http://orienteer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IOF-Technical-Guidelines-for-Elite-Trail-Orienteering1.pdf
http://youtu.be/ZnFLv1Ett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