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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2018 

長距離錦標賽暨世界排位賽事

***   賽員須知  ***

主辦單位 ：香港定向總會  

地點 ：西貢嶂上. 

地圖 ：比例 1：15000 等高間距 5 米，ISOM2017 規範，2018 年部份更新 

形式 ：越野式  

獎項 ：ME, WE 前三名可獲頒獎牌

查詢 ：賽前-34603177（辦公時間）/ 電郵 info@oahk.org.hk 

主要工作人員 

虞定宏先生 

蔡錦逵先生 

吳坤成先生 

王裕康先生 

謝惠玲小姐 

李德根先生 

鄧慧芯小姐 

麥睿勤先生 

林祖輝先生 

余梓維先生 HKAYP
馮玉貞小姐  HKOC
陳志成先生            AA

賽事控制員  

賽事主任 

路線設計員  

地圖更新 

賽事中心主任 賽

區主任 

成績處理主任 起

點主任 

終點主任 

賽事裁判 

大會程序  ::::::: 

0900 賽事中心開放

1000 出發區開放

1030 E 組賽員出發；賽區開放；終點開放

1100 成績下載站開放 

1300 O 組賽員出發

1315 出發區關閉

1600 賽區關閉，終點關閉

1615 成績下載站關閉 (遲到者將被取消資格) 

1630 各組最後成績公佈

1645 截止投訴及頒獎

1700 賽事完結

mailto:info@oahk.org.hk


交通安排 

賽會不設交通安排，賽員可利用下列方法前往賽事中心 

1. 乘九龍巴士

⚫ 96R 鑽石山站--黃石碼頭，在高塘站下車，沿海下路步行 30 分鐘前往

⚫ 299X 沙田市中心站--西貢，轉乘 94 西貢--黃石碼頭，在高塘站下車，沿海下路步行

30 分鐘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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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乘綠色小巴 7 號線，西貢--海下，在猴塘溪營地下車

賽事中心位置 

賽事中心設於西貢海下路猴塘溪營地 

設施及服務 

1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 

2 

3 

洗手間設於營地馬路對面，步行約 5 分鐘, 請沿指示前往。（ 小心橫越馬路 ） 

4 

請保持地方清潔及帶走所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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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不

會對行李作看管，如有任何遺失，大會概不負責，故建議賽員請勿寄存貴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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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於環保，大會非常鼓勵賽員自備扣針，但賽事中心仍有少量扣針可供取用。 

7 賽事中心將張貼本賽區較舊版本的地圖，以供參考。 

8 本賽事將採用 SPORTident 電子打孔系統，參加者必須自備 SI-Card。若賽員忘記攜帶 

電子控制卡或該卡未能正常運作，可向大會租用電子控制卡。賽員租用每張電子控制 

卡須向大會繳付港幣 280 元按金及港幣 50 元租金，按金將於賽員交還電子控制卡後 

退回。由於備用電子控制卡數量有限，大會將以「先到先得」形式租出。所有租出的電

子控制卡均為香港定向總會的財產，各賽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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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金）予香港定向總會。 

***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93198176 ***

出發程序 

1 由賽事中心往出發區需時約 40-50 分鐘，平面距離約 1 公里，攀升約 250 米，沿途有

指示。請預留足夠時間前往出發區 

2 賽員必須將號碼布扣於胸前。 

3. 帶備號碼布、哨子、指南針及電子控制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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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賽採用「二分區」形式出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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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賽員請於出發時間之前 2 分鐘按工作人員指示進入「二分區」的第一格。工作人員會

檢查賽員裝備，賽員請確保攜帶號碼布、指南針、哨子、正確的電子控制卡，齊全者始

獲准出發。 

6 控制點提示符號紙將放於出發區第二分區內，賽員進入出發區第二格後可按個人需要自

行領取。大會不會提供膠紙及油性筆等用品，如有需要請自備「提示符號紙套」 

7 出發區設有兩個時鐘分別顯示「入格時間」和「大會時間」。 

8 賽員聽到起點響鐘發出長響，方可取下地圖並立即出發，不得停留在出發區位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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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精英組賽員按排定出發時間出發。 

11 公開組賽員按指定時段內，**13:00-13:30**以先到先出原則出發，隨到隨出 ( 不區分男

/女組別 )。 

12 賽員必需穿著全保護下肢衣服，方可出發，建設穿著釘鞋及護腿。 

賽區及地圖資料
1. 賽區大部分為通行困難的叢林或雜草地，南部有少部份可跑的樹林及濕地，西北部有

少部份碎石地。

2. 賽區叢林內的部份小徑或因季節變化而變得不明顯。
3. 賽區內有牛隻出沒，請不要驚嚇牠們。

4. 賽區內有數「路不通行」的指示牌或圍欄，但並不代表本賽會立場。

5. 建議穿著定向釘鞋，或鞋底有粗紋的運動鞋作賽，以防滑倒。

6. 賽區設有一個水站。 

賽程資料



1. 所有組別比賽時限為 150 分鐘。

2. 各組賽程之參考長度及攀高如下。

賽程 距離(m) 攀升(m) 預計勝出時間(mins) 

ME, MO 10100 340 90 
WE, WO 9300 320 80

水站安排
賽區內設有一個水站，提供可飲用清水。 

終點
1. 終點區設於賽事中心傍。

2. 賽員抵達終點時，必須把指卡放在「終點」計時器上，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完結。

3. 請跟隨指示前往成績計算站，將計時指卡的記錄下載後，賽員即可領取參考成績印表。

4. 所有賽員必需於賽事結束前到成績處理站下載成績，未能於最後成績公佈前下載成績之

賽員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

5. 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電子控制卡，必須於 1600 前向終點報到

比賽規則

1. 除賽會提供的地圖以及本須知提及的裝備外，賽員在比賽期間禁止使用任何輔助工具，

包括通訊器材(如電話及對講機)，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2. 香港定向總會「定向比賽則例」適用於本賽事。賽員須遵守所有比賽規則及服從賽會之

指示。

3.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電子控制卡，必須向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4. 賽員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及被取消資格。

6. 所有賽員必須尊重其他賽員及行山人士的權利，比賽賽員並沒有使用道路的優先權。請

小心遊人，避免碰撞！

7. 賽員須自行負責個人意外及財物損失的責任，賽會概不負責. 建議參加者自行購買合適

保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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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寒用品。

9. 賽員如在比賽中遇上緊急事件需要求助，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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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比賽當日 0700 後，如有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生效，賽事

將不會舉行。延期作賽與否，或其他安排，將會在 OAHK 網頁公佈

11. 本【賽員須知】內容如有更改，以賽會當日公佈為準，有關內容將在賽事中心公佈。

12. 大會可在比賽當日因應實際情況修改比賽程序，賽員請留意賽事中心之公佈.

13. 嚴禁代跑，如被發現， 雙方賽員均會被取消全年度所有香港定向總會主辦之賽事的成

績。

*****取用正確的地圖乃賽員責任，請檢查地圖是否屬於自己的組別*****

投訴及抗議 

1. 如有投訴，須以書面向賽會儘快提出。假如投訴是關於賽員成績則必須於成績公佈 10 分

鐘內提交，投訴由賽會處理，結果會即時向投訴人通告。

2. 對賽會的投訴處理有所異議，可作抗議。抗議必須在賽會對投訴處理後的 15 分鐘內以書



面向賽會提出，抗議由裁判團處理，裁判結果會立刻通知抗議人。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指引 

1. 是次賽事將使用 SPORTident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2. 若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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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電子控制卡的紀錄計算，若然電子控制卡未能記錄賽員到訪某個

控制點的紀錄或 賽員發現電子系統失效時，需使用附在控制點的打孔器，打在地圖上的

打孔格內，並於打印成績時告知賽會工作人員，以便賽會核實。若然兩者都無法證明賽

員曾到訪該控制點，該控制點記錄將會視作無效。

4. 請核實其所持之電子控制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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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途中 

1. 賽員有責任確保 SI 電子控制卡成功插進「電子打孔器」的圓孔內，直至電子控制點的

紅燈亮起/發出響 聲，方可移開 SI 電子控制卡，賽員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理由。

2. 電子控制卡內記錄了賽員到訪每個控制點的時間及次序，若比賽過程中誤打控制點，可

依以下程序繼續賽事：

 1 )))))   次序錯誤：

由未出錯前應打的控制點開始，重新依正確次序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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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控制點繼續順序到訪餘下 賽程。如下圖： 

 2))))) 錯打其他控制點： 不用理會，只須繼續依正確次序打孔。 例子二：賽員由 2 號

控制點前往 3 號控制點途中，誤打非賽程指定的控制點（X），賽員可繼續順序到 訪餘下

賽程。如下圖：  

 ＊＊＊賽員切勿在完成賽事後，把 SI 電子控制卡放置在任何「電子打孔器」或「起點啟

動 器」之上，以便大會有需要時可以覆核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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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鳴謝 ::::::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