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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定向總會 

主辦 

青進野外定向會 

協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2018年度色級野外定向賽 

賽 員 須 知（完 整 版） 

 

比賽概要  

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 中/下午 

地點：   元朗丫髻山 

形式：   越野式 (中距離) 

地圖：   1:10000、等高線間距 5 米、2018 年 3 月（部份更新）版彩色定向地圖  

主辦： 香港定向總會 

協辦： 青進野外定向會    

查詢： 賽前查詢電話 （香港定向總會）： 

電話 25048112（辦公時間）/ 電郵 info@oahk.org.hk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93198176 

 

主要工作人員  

賽事控制員 ：許友昭先生 

賽事主任 ：鄧寶華小姐 

路線設計 ：梁智恩先生 

地圖更新 ：鍾志明先生 

賽區主任 ：梁智恩先生 

賽事中心主任 ：趙麗君小姐 

起點主任   ：楊永鳳小姐 

終點主任 ：黃斯夏小姐 

成績處理主任 ：張國偉先生 

賽事裁判 ：姚志成先生（香港野外定向會） 

 ：邱鍾華小姐（香港童軍總會野外定向會） 

 ：梁志恆先生（野外定向種籽） 

 ：伍玨熙先生（華仁定向會）（後備） 

 

mailto:info@o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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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程序   

12:00 賽事中心開放 

12:45 出發區開放 

13:00 賽員出發; 賽區開放; 終點開放 

13:30 成績下載站開放 

14:30 出發區關閉 

16:30 賽區關閉，終點關閉 

17:00 成績下載站關閉 (遲到者將被取消資格) 

17:15 各組最後成績公佈 

17:30 截止投訴 

17:45 賽事完結   

（大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比賽程序，請賽員留意賽事中心之公佈。） 

 

賽事中心  

位置    

賽事中心設於朗屏邨鏡屏樓籃球場，請沿指示進入賽事中心。 

 

出入口 

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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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賽員可利用下列方法前往賽事中心： 

1) 港鐵西鐵線 

由朗屏站 B2出口，經行人天橋步行到賽事中心約 10分鐘，請參考以上地圖。 

2) 以下公共巴士可到達 / 途經朗屏邨巴士總站 

268B 朗屏站 / 紅磡碼頭 開出 

268C 朗屏站 / 觀塘碼頭 開出 

68A 青衣站 開出 

76K 上水（清河）開出 

A36 朗屏站 / 機場(地面運輸中心) 開出 

K66 大棠黃泥墩村 開出 

K68 元朗工業邨 / 元朗公園 開出 

K73 天恆 / 元朗西 開出 

由朗屏邨巴士總站步行到賽事中心約 5分鐘，請參考以上地圖。 

註：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詳情請瀏覽: 

九巴網頁 http：//www.kmb.hk，或致電九巴熱線 27454466。 

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或致電港鐵熱線 28818888。 

請賽員預留充足時間乘車。 

 

設施及服務  

1.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  

2. 賽事中心將設有急救服務及物理治療，於賽事期間內運作。 

3. 洗手間設於朗屏邨商場內，步行約 5分鐘， 請沿指示前往。 

4. 請保持地方清潔及帶走所有垃圾。  

5. 大會將劃分一個區域為行李存放區，只限賽員暫放行李，請自備防水膠袋，但不會有

工作人員作看管。如有任何遺失，大會概不負責；故建議賽員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6. 賽事中心設有試咭裝置，賽員前往出發區前可測試其電子控制卡是否正常運行。  

7. 賽員編號可在總會網頁查閱，及於賽事中心張貼。 

8. 本賽事將採用 SPORTident電子打孔系統，賽員必須使用大會提供之 SI-Card。 

9. 賽員須親身前往報到處同時領取電子控制咭及號碼布，並在電子控制咭借用表上簽署

。由於個別組別的報名人數眾多，賽員請預留足夠時間領取電子控制咭。借用之電子

http://www.km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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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咭乃香港定向總會的財產，賽員於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損毀，

賽員必須賠償港幣 280元予香港定向總會。 

10. 賽事中心將張貼本賽區較舊版本的地圖，以供參考。 

11. 賽員在賽事中心內嚴禁穿著「金屬釘鞋」，違者可被取消資格。賽會將在賽事中心指定門口
外安排換鞋區給予有需要的賽員換鞋。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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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程序   

1. 由賽事中心往出發區需時約 15-20 分鐘、距離約 1.5 公里、攀升約 5 米、沿途有指示。 

2. 賽員必須將號碼布扣於胸前。  

3. 賽員請確保帶備號碼布、哨子、指南針及電子控制卡，缺一不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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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發時間由 13:00 開始，以「先到先出發」型式出發，賽員以 30 秒間距出發，出發區

於 14:30 關閉，工作人員將於 14:30 安掛所有已進入出發區但仍輪侯出發的賽員集體

出發。為避免擠擁，應盡早到出發區，爭取較早的時間出發。 

5. 賽員進入「二分區」前，請先在「清除」（Clear）控制器上把電子控制卡舊紀錄清除，

再於「檢查」（Check）控制器測試該卡是否正常運作。 

6. 工作人員會檢查賽員裝備，賽員必需攜帶號碼布、指南針、哨子、正確的電子控制卡

，齊全者始獲准出發。 

7. 控制點提示符號紙將放於出發區第二分區內，大會將提供有限度的膠紙及油性筆等用

品，賽員進入出發區第二格後可按個人需要自行領取。 

8. 出發區設有兩個時鐘分別顯示「入格時間」和「大會時間」。  

9. 賽員聽到起點響鐘發出長響，賽員方可取下地圖出發，切勿在出發區及往起點標誌之

通道上停留。出發區距離起點約 150米，出發後賽員請沿彩帶前往起點標誌。 

10. 家庭組及團隊組須全隊到齊方可出發，無論每隊人數多少，每隊只提供 2 張地圖。 

11. 領取地圖後，請檢查地圖是否正確賽程（顏色），若因取錯地圖而引致被取消資格，

賽會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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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區資料  

1. 賽區主要為可跑性高及帶有底層植被的雜草地，及大量小徑，東南部為可跑性高的樹

林。 

2. 賽區內可能有蚊蟲、黃蜂、荊棘，請穿著長袖有保護衣物。 

3. 賽區內或會有狗隻及其他野生動物出沒，敬請留意。假日期間，賽區內或會有行山人

士、越野單車、越野電單車及遙控飛機，賽員在比賽期間請小心，避免撞倒行山人士

及其他賽員。大會及賽員並沒有使用賽區的優先權。 

4. 賽區內有民居、花圃或部份耕作地，賽員禁止進入或越過，地圖上將以禁區標示

（ISOM 709  或 ISOM 520 ）。賽員亦請尊重當地居民。 

5. 賽區內有告示表明「私人土地，請勿擅進」，但並不代表大會立場。 

6. 部份小路及路口（特別在樹林中的）並不明顯，請同時使用其他地理特徵辨別方向。 

7. 賽員須途經陡峭山坡及鬆軟碎石地，建議穿著定向釘鞋或有粗坑的運動鞋。  

8. 賽區內有水管及其他物品，可能會跌倒造成損傷。 

9. 賽區內將設置 1 個水站，為響應環保運動，大會將有限度提供循環使用之水杯，不會

提供即棄水杯，賽員如有需要可自備環保器皿。 

10. 賽事於墓地放置的控制點以國際定聯控制點提示符號 表示。 

11. 賽區最近曾發生山火，部分地方可能有較多鬆軟碎石及比地圖所顯示較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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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資料   

1. 所有組別比賽時限為 120 分鐘。 

2. 各組別之控制點提示符號將列印於地圖上。額外的控制點提示符號紙亦放於出發區。 

3. 賽員必需在賽區關閉時間前到達終點報到。賽區內所有控制點將於賽區關閉後立即收

回。 

4. 以下為各組賽程的長度及攀高資料，所述資料以直線距離計算；如有修訂，以比賽當

日公佈為準。 

賽程 組別 長度 （米） 攀升 （米） 控制點數目 

A 啡色 2,400 120 12 

B 藍色 2,200 115 12 

C 綠色 2,000 110 11 

D 紅色 1,900 100 10 

E 橙色 2,100 100 10 

F 黃色 1,700 90 10 

G 白色，團隊，家庭 1,700 80 10 

 

終點程序及成績處理 

1. 終點到賽事中心需步行約 10-15分鐘。 

2. 所有賽員無論完成賽事與否，均須在出發後 120 分鐘內向終點報到。遺失電子控制咭

當作未能完成賽事論。建議賽員帶備手錶。 

3.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必須在「終點」（FINISH）控制器上拍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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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會將會收回賽員之地圖，然而賽員必須確保不將地圖及賽區資料公開予未出發的賽

員，違者雙方皆會被取消資格。 

5. 成績下載站設在賽事中心。  

6. 賽員需盡快離開終點並前往成績下載站，將電子控制咭上的記錄下載及處理。如電子

控制咭內的資料有遺失或任何損毀，大會概不負責。 

7. 未能於 17：00前下載比賽成績的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 

8. 所有已完成比賽賽員在賽區關閉前再次進入賽區，違反之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

（DI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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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或對大會之指示有異議，可

以作出投訴。投訴須儘快向大會提出。大會在最後成績公佈 15 分鐘後終止接受投訴。 

2. 賽員如對大會的投訴處理有所異議，可作抗議。抗議必須在大會公佈投訴結果後的 

15 分鐘內以書面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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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1. 本賽事各組別均使用 SPORTident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本賽員須知已附上「電子打孔

及計時系統」的參考資料，請各賽員仔細閱讀）。 

 

比賽規則  

1. 香港定向總會「香港定向總會（OAHK）定向比賽則例」(2018年1月修訂) 適用於本賽

事。 

2. 除大會提供的地圖及以本須知提及的裝備外，賽員不可使用其他輔助工具，包括通訊

器材（如無線電話及對講機）。 

3. 賽員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大會設施，違反之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若有

損毀，須按價賠償。 

4. 賽員遺失電子控制卡將當未完成賽事論，但仍須向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5. 為保障所有賽員的安全，不論完成賽程與否，所有賽員必須於出發後 120 分鐘內回

到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6. 賽員須服從大會指示。 

7. 比賽規則若有修改，大會會儘快通知賽員，若無法於比賽前通知賽員，會於比賽當日

公佈。  

8. 若賽員違反任何比賽規則，或會被取消資格（DI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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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賽員須自行負責個人意外、財物損失及因參賽而引起的責任，大會概不負責。 

2. 賽事當日上午七時，天文台如發出黃色暴雨或以上警告、三號或以上風球，賽事將會

取消。如有雷暴警告，賽事亦會按情況順延或取消。延期作賽與否，將於香港定向總

會網頁 www.oahk.org.hk 公佈。  

3. 賽員如在比賽途中受傷或遇上緊急事件需要求助，留在安全地方並採用國際求救訊號，

等候工作人員前來求援。（國際求救訊號指哨子連吹六響，相隔一分鐘重覆再吹）  

4. 賽員請留意天氣及個人情況，有需要時請帶備足夠飲料及防曬用品。  

 

查詢  

香港定向總會  

地址：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樓 1014室  

電話：2504 8112   

電郵：info@oahk.org.hk  

網頁：http://www.oahk.org.hk  

 

鳴謝  

屏山鄉事委員會 

朗屏邨管理處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物理治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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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知 

1. 是次賽事將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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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賽員都不得拒絕使用這套

系統； 

3. 賽員的成績將根據電子控制卡的記錄計算，若然電子控制卡未能記錄賽員到訪某個控

制點的記錄或賽員發現電子系統失效時，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孔打孔器在地圖上的打

孔格內以便大會核實。若然兩者都無法証明賽員曾到訪該控制點，該控制點記錄將會

視作無效。   

出發  

1. 賽員需在出發前在「清除」（Clear）控制器及「檢查」（Check) 控制器上打卡清除舊

有 比賽記錄，並同時在「起點」（Start）啟動器上拍卡。  

2. 在起點響鐘發出長響後，可以閱讀地圖並馬上離開出發區。   

比賽途中（越野式） 

1. 賽員有責任確保電子控制卡成功放置入「電子打孔器」中，賽員必須將電子控制卡插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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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控制卡，賽員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理由。 

   

終點 

1.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應即前赴「終點」（Finish） 控制器拍卡，而賽員的比賽時間亦

以該刻起完結； 

2. 請跟隨指示，儘快返回成績下載站中，將電子控制卡的記錄成功下載後，賽員即可領

取參考成績印表。   

成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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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員切勿在完成賽事後，把電子控制卡放置在任何「電子打孔器」或「起點」（Start）

啟動器之上，以便大會有需要時可以覆核電子控制卡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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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