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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年曆 2019                      (2018年8月31日更新) 

比賽日期 

(截止日期) 
主辦單位 協辦屬會  賽事名稱 類別 地點 查詢 

201  

12/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公開 
啟德郵輪 

碼頭公園 
25048112 

12/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家庭尋寶樂 公開 小西灣海濱花園 25048112 

13/1/2019 

(23/12/2018) 

Y2Y定向運動發展及 

培訓中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排名 待定 53811226 

19/1/2019 

(29/12/2018) 
香港定向總會  2018/19 分區學界定向錦標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19/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公開 將軍澳 25048112 

20/1/2019 

(30/12/2018) 
香港定向總會 VOC 2018/19 色級定向活動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0/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公開 北區公園 25048112 

26/1/2019 

(5/1/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8/19 學界定向錦標賽-決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7/1/2019 

(6/1/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2/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公開 中葵涌公園 25048112 

16/2/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公開 
啟德郵輪 

碼頭公園 
25048112 

24/2/2019 

(3/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2019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排名 鴨仔山 25048112 

9/3/2019 

(16/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8/2019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31/3/2019 

(10/3/2019) 
香港定向總會 

聖芳濟書院 

野外定向會及 

迪迪定向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排名 鹿巢坳 25048112 

7/4/2019 

(17/3/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公開 待定 25048112 

12/5/2019 

(21/4/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6/5/2019 

(5/5/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公開 待定 2504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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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019 

(26/5/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公開 待定 25048112 

17/8/2019 

(27/7/2019) 
香港定向總會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簡易運動大賽 2019  

公園定向比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8/9/2019 

(7/9/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九龍區 公開 待定 25048112 

12/10/2019 

(21/9/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新界區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6/10/2019 

(5/10/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港島區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2/12/2019 

(1/1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短距離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5/12/2019 

(4/1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中距離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6/12/2019 

(5/1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 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長距離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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