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決賽 
Joint School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s 2017/18 (Final) 

 
二號公告 Bulletin 2 

 
比賽日期 Date    :  2018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   
地點  Venue  ：圓墩  
形式  Type  ：越野式(順序到訪控制點)   
地圖    Map  ：2018 年版 1:10,000 比例 ISOM2017 彩圖、5 米等高線間距  
賽事控制員 Controller ：蔡錦逵 先生 
賽事主持 Organizer ：吳嘉恩 小姐 
路線設計 Course ：譚泳聰 先生 
查詢電話 Enquiry  ：2504 8112 (辦公時間) ; 9319 8176 (比賽當日)  
 

嚴禁代跑，如被發現，所屬學校的賽事成績均會被取消! 
 

時間 賽會流程 賽員流程 
09：00 賽事中心開始運作 領隊/教練領取及簽收賽員用物資 

10：15 
- 

13：00 

 
 
 
 

出發區開始運作，賽區及終點開放 
起點人員檢查賽員裝備 

 

攜帶號碼布，電子控制咭，指南針和 
哨子前往出發區等候出發 

出發時間前 3 分鐘進入 3 分區 
出發時間前 1 分鐘檢查地圖 

最後一聲長響後， 
將電子控制卡插在「起點啟動器」 

出發。 

10：30 第一批賽員出發 
精英組及公開組賽員 

按指定時間出發 

   10：30 
- 

14：00 

賽區人員巡邏，拍照 
終點人員收回地圖(11：30 前) 

成績人員收回控制卡，下載及列印成
績 

 

比賽進行中 – 順序到訪控制點 
返終點 – 在終點打孔器拍卡 

到成績處理交還控制卡，取成績紙參考 

11：50 
- 

12：30 
 非精英組賽員自由出發 

12：30 出發區關閉  

14：30 賽區關閉.收回控制點.終點關閉 
 

未完成賽員都必須返回終點或賽事中心
報到 

14：45 最後成績公佈 查看成績，開始接受投訴 
15：30 賽事結束 不要遺漏任何物品 

*賽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比賽程序，並於賽事中心公佈。 
 
比賽當日上午 8 時天文台如發出雷暴、黃色暴雨或以上警告、三號或以上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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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事中心 
賽事中心主任: 林祖輝先生 

1. 賽事中心位於中心深井燒烤區場地 2 號，請參閱附圖。 由龍如路小巴站往賽事中心約
1000 米，攀高約 100 米，需時約 30 分鐘。 

 

2.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  
3. 賽事中心附近設有洗手間。  
4. 賽事中心將提供醫療救傷服務。  
5. 參加隊伍請到賽事中心報到處領取號碼布、扣針及電子控制卡。如有隊員缺席，請在

出發前交還控制卡以及號碼布。  
6. 賽事中心將設有「清除(CLEAR)」器及「檢查(CHECK)」器。賽員前往出發區前，請先

在「清除(CLEAR)」器上把電子控制卡舊紀錄清除，再於「檢查(CHECK)」器測試該咭
是否正常運作。  

7. 賽會不設行李寄存服務，賽員請自行保管及處理個人財物。建議賽員避免攜帶貴重物
品。如有遺失賽會概不負責 

8. 已申請出席證書的賽員可於完成比賽後於賽事中心領取。  
9. 請保持賽事中心清潔，賽員請將垃圾帶走。 
10. 賽事中心屬郊野公園範圍。賽員須遵守郊野公園守則及保持地方清潔，切勿污染水源

和郊野。 
11. 初賽團體成績將於賽事中心貼岀。如有疑問，請於決賽當天 13:00 前提出，逾時恕不

受理。 



交通安排 
 

1. 賽員需自行安排交通到賽事中心。  
2. 賽員可乘搭以下交通工具:  

 
巴士路線:  
 

52X     屯門市中心 ↔ 旺角（柏景灣） 
53       元朗站 ↔ 荃灣西站 
962B   屯門（置樂花園）↔ 銅鑼灣(摩頓台) 
於青龍頭站下車 

新界綠色小巴路線:  
 

96       荃灣海壩街 ↔ 青龍頭龍如路 
96M   荃灣站 ↔ 青龍頭龍如路 
302     葵芳站 ↔ 青龍頭 

新界紅色小巴路線:  
 

所有由元朗至荃灣或九龍路線 
於青龍頭站下車 

 
3.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或致電查詢有關路線資料。  

九巴網頁 http://www.kmb.hk (熱線: 27454466) 
運輸署網頁 http://www.td.gov.hk  

 
 
 
出發程序  
 
起點主任: 葉澤麟先生 

1. 由賽事中心步行往出發區約需 20 分鐘，距離約 750 米，上升 90 米，沿途有指示。請 
沿車路旁之行人路行走 , 及請留意交通橫過馬路。  

2. 預備出發區設於賽事中心正門, 賽員必需沿指示經過”預備出發區”前往出發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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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賽員請按自己的出發時間提早 5 分鐘到達出發區，並按工作人員指示進入出發區。進 
入出發區時請守秩序排隊，以便工作人員登記賽員編號。  

4. 本賽事採用「三分區」制。「三分區」第一格前將會顯示入格時間(比較大會時間快三 
分鐘)。出發線將會顯示大會時間 ( 正式出發時間 )。  

5. 起點標誌距出發線約 20 米，出發後賽員必須立刻沿彩帶前往起點標誌，不得在往起點 
標誌之通道上停留。  

6. 賽員可在「一分區」內檢查地圖上的組別資料是否正確，並在地圖背面寫上賽員編號。
若因取錯地圖而引致被取消資格，賽會概不負責。  

7. 賽員聽到起點響鐘發出長響，賽員方可領取地圖及出發。賽員在出發時須在「起點啟 
動器」 (START) 上拍咭，並看見「起點啟動器」上的燈閃亮，電子控制咭方開始運作。  

8. 遲到賽員必須向起點工作人員報到，由工作人員安排在遲到出發區出發，而其 所損失
的時間將不獲補償。  

9. 賽員請帶備手錶。  
10. 出發區將於 12:30 關閉。12:30 以後，賽會將不會安排任何賽員出發。  

 



賽區及賽程  
 
賽區主任: 譚泳聰先生 
 

1. 賽區內設有 3 個水站。 
2. 賽區內多為茂密樹林，偶有小範圍可跑性較高的林地，由眾多山徑、牛路(不明顯小徑)

貫通相連，當中部份小徑可能被植被所遮蓋。 
3. 賽區內部份崖壁高逾 2 米，請勿攀越或跳下，免生意外;亦有部份地洞、土坑、 水渠及

欄杆未有於地圖上顯示，敬請留意。 
4. 假日期間，賽區內有很多行山人士，賽員並沒有道路使用之優先權。賽員在競賽或奔 

跑時請小心，避免撞倒行山人士，如發現賽員作出相關行為，可被取消資格，並保留
追究權利。 

5. 賽區內有一條主要車路，時有車輛慢速行駛，賽員作賽時請留意路面情況。 
6. 賽區內有路面/建築工程開展， 務請小心。 
7. 各賽程資料如下： 

 
賽程 組別 距離 (米) 攀升 (米) 控制點數量 勝出時間 (分鐘) 限時 (分鐘) 

1 EMA / MA 4,200 200 15 45 - 55 120 
2 EWA / WA 3,700 180 14 55 - 65 120 
3 EMB / MB 3,500 180 12 50 - 60 120 
4 EWB / WB 3,100 100 11 55 - 65 120 
5 EMC / MC 3,100 100 12 35 - 45 120 
6 EWC / WC 2,900 100 11 40 - 50 120 
7 EMD / MD 1,900 60 9 25 - 35 120 
8 EWD / WD 1,900 60 8 40 - 50 120 
9 MO 3,900 180 15 40 - 50 120 

10 WO 3,900 180 15 40 - 50 120 
 
 
終點及成績處理 
 
終點主任: 余思穎小姐 成績處理主任:何梓恒先生 
 

1. 賽員必須沿終點跑道指定入口進入終點跑道，沿跑道前往終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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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賽會在 11:30 之前會暫時收回賽員的地圖。 請跟隨指示到成績處理交還電子控制卡，

工作人員會將電子控制卡的記錄下載及列印比賽時間給 賽員作參考。 
4. 賽員遺失控制卡或未能完成賽程，均必須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返回終點或賽事中心報

到，否則當失蹤論。 
5. 未交還電子控制卡者需賠償港幣$280 予香港定向總會。 
6. 最後正式成績將會在賽事中心張貼 。 

 
  



比賽規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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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比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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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不可指導/干擾任何賽員，否則會取消有得益的賽
員資格。  

2. 所有賽員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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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賽員如使用他人之電子控制卡作賽，將被取消資格。  
4. 賽員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  
5. 賽員違反比賽及郊野公園規則，比賽成績將視作無效。  
6. 賽員須服從賽會指示。比賽規則若有修改，賽會將盡快公佈。  
7. 其他有關比賽規則請參閱香港定向總會「定向比賽則例」。  

投訴及抗議  

1. 賽員如認為有違反香港定向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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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須儘快向賽會提出。賽會在最後成績公佈 15 分鐘後終止接受投訴。  

2. 賽員如對賽會的投訴處理有所異議，可作抗議。抗議必須在賽會公佈投訴結果後的 15 
分鐘內以書面向賽會或裁判團成員提出。有關抗議將由賽事裁判團處理，裁判團之決
定為最後決定。  

注意事項 

1. 每間學校必須有最少 2 名同組別之賽員出發賽事才給予該組別之學校排名。 
2. 每間學校必須有最少 2 名賽員出發賽事才給予全場男、女子之學校排名。 
3. 所有獎項將於學界頒獎典禮上頒發  
4. 學界定向頒獎典禮日期暫定於 2018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假銅鑼灣奧運大樓舉行。  

 
賽事裁判團 

張志豪老師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莫至剛老師  (英華小學) 
王文華老師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嗚謝 

民安隊 
聖約翰救傷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定向總會各職員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指引  

1. 本賽事使用 SI「SPORTident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2. 賽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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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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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電子控制咭的記錄計算。當賽員發覺電子控制咭未能記錄賽員到訪

某個控制點的  
5.  記錄時，賽員須在地圖的指定空格內，用控制點附有的打孔器作出紀錄，並於打印成

績時告知賽會工作人員。 

出發  

進入出發區時，賽員須將電子控制卡放在指定的「清除控制器」上，待控制器發出聲響及燈號
後，方 可移走控制咭。賽員然後將控制咭放於「檢查控制器」上，待控制器發出聲響及燈號
後方可進入三分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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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員有責任確保 SI 電子控制咭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中，賽員必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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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員 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 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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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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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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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跟隨指示，到成績計算站，將電子控制咭的記錄下載，請按工作人員指示交還電子
控制咭。  

成績處理 
賽員切勿在完成賽事後，把 SI 電子控制咭放置在任何「清除控制器」之上，以便賽會有需要
時可以覆 核 SI 電子控制咭的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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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