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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年曆 2019                      (2019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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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組賽員名單 ：短距離, 中長距離 

延期 香港定向總會 VOC 
2018/19 色級定向活動 

賽事詳情 / 報名連結 / 延期公告 
公開 牛寮 25048112 

23/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沿徑定向錦標賽 (精確賽) 

一號公告 / 封場範圍 / 報名連結 
公開 東涌北公園 25048112 

24/2/2019 

(9/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2019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報名連結 / 封場範圍 / 

延長報名公告 /  賽員須知(更新版) /  

已報名名單 

排名 鴨仔山 25048112 

3/3/2019 無國界醫生  無國界醫生野外定向賽 2019 公開 青衣 2959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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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事詳情 / 報名連結 / 學校報名表格 / 

已報名名單  

公開 丫髻山 25048112 

17/3/2019 

(24/2/2019) 香港定向總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 

粵港澳三地定向錦標賽 暨 

2019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報名連結 / 封場範圍 

排名 天水圍公園 25048112 

30/3/2019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8/2019 香港野外定向會黑夜定向賽 

報名連結 
公開 

大帽山郊野公園

扶輪公園 
5401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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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排名 鹿巢坳 25048112 

7/4/2019 

(17/3/2019) 香港定向總會 晉峰行動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報名連結 
排名 坪洲 25048112 

12/5/2019 

(21/4/2019) 香港定向總會 HKOXCC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排名 荃灣公園 25048112 

26/5/2019 

(5/5/2019) 野外定向種籽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排名 梅樹坑公園 25048112 

16/6/2019 

(26/5/2019) 
Y2Y定向運動發展及 

培訓中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短距離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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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oahk.org.hk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5_Elite%20Class%20S%202019_F.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5_Elite%20Class%20ML%202019_F.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122_CC%20201819-Entry%20Detail%20(2018.11.22).pdf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new/events/58247453/select-race?_p=17202445821990153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6_Notice%20for%20CC%2020190120.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20_2018%20PreO%20bulletin1v3.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20_Embargoed%20Area%20v2.pdf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new/events/59446951/select-race?e4p=c0c94619-9e99-41d0-a911-a0988790a29b&e4ts=1546830069&e4q=3f38c429-fcfe-4281-9a93-bfeef45cbeb1&e4c=active&e4e=snawe00000000&e4h=938187bd5c13f1536ce1296cf819b613&e4rt=Safetynet&_p=5219703278739352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new/events/59279253/select-race?_p=35881298036597675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04_Embargoed%20area%20.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04_%E5%BB%B6%E9%95%B7%E5%A0%B1%E5%90%8D%E6%88%AA%E6%AD%A2%E6%97%A5%E6%9C%9F%E5%85%AC%E5%91%8A.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9_20190218_Event%20Information%20Ranking%20League%20%202019(Middle)(2019.2.24).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9_20190224%20Entry%20list_R2.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7_YOC%20Event%20Details%201819_R1.pdf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new/events/59780954/select-race?_p=22624073438153003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7_2018-19%20YOC%20entry%20form.xlsx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9_YOC%20Entry_F.pdf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event-reg/select-race?e=59750453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5_Tin%20Shui%20Wai%20Park%20Embargoed%20area.pd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PU4fiCnH5sZmGtqDSzWCxP2ew-t4UAgEjzK0pL8yD8BQxxg/viewform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event-reg/select-race?e=60159054
https://endurancecui.active.com/event-reg/select-race?e=607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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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 

(11/8/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9/20 色級定向活動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2/9/2019 香港定向總會  短途接力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8/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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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019 

(15/9/2019) 香港定向總會 晉峰行動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排名 待定 25048112 

12/10/2019 

(21/9/2019) 香港定向總會 
香港華仁書院

定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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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仁書院 

野外定向會 
2019 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港島區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7/10/2019 

(6/10/2019) 香港定向總會 
培正中學野

外定向會 
2019/20 色級定向活動 公開 大棠 25048112 

10/11/2019 

(20/10/2019) 香港定向總會 
香港警察 

野外定向會 
2019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 中/長距離 排名 西貢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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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距離賽)  公開 待定 25048112 

29/12/2019 

(8/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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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日期 主辦單位 協辦屬會  賽事名稱 類別 地點 查詢 

已完結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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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鰂魚涌公園 25048112 

13/1/2019 

(30/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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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 封場範圍 / 賽事詳情 /  

出發時間 / 成績 / 分段時間 

排名 大嶼山昂坪 53811226 

19/1/2019 

(29/12/2018) 香港定向總會  

2018/19 學界分區野外定向錦標賽 

賽事詳情 / 報名表格 /  

最新出發名單(依學校名) /  

賽員須知(最終修訂版) / 成績 

公開 鶴藪 25048112 

mailto:info@oahk.org.hk
http://www.y2y.orienteering.hk/fireey2ychamp2019_eng.html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20_20190113%20Embargoed%20Area.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08_fireey2ychamp2019_eventinfo.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08_fireey2ychamp2019_startlist_byclass.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8_fireey2ychamp2019_results.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8_fireey2ychamp2019_splittime.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5_201819%20JSOC%20Details.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101_JSOC%20Application%20Form%201819.xlsx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7_Startlist_JSOC%20Heat_Fin_By%20School_R.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7_20190119_Event_info_F1.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25_20190119_JSOC2019HeatResu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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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活動詳情及報名表格 
公開 北區公園 25048112 

26/1/2019 

(5/1/2019) 香港定向總會  

2018/19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 決賽 

賽事詳情 / 賽員須知 /  

出發名單(依學校) / 成績 / 分段時間 

公開 寶馬山 25048112 

27/1/2019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2019 Rogaine 公開 新界北 2157 8632 

2/2/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同樂日 

活動詳情, 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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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 
公開 

啟德郵輪 

碼頭公園 
25048112 

 

mailto:info@oahk.org.hk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11_Application%20form%20for%20Orienteering%20Fun%20Day_20190120.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215_201819%20JSOC%20Details.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23_Info%20JSOC%20Final%202019-R1.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25_JSOC2019-Start%20list_By%20School.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30_20190126%20JSOC%20Final%20Results.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30_20190126%20JSOC%20Final%20Split%20time.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11_Prospectus%20of%20Orienteering%20Fun%20Day%202018_Chi.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81211_Enrolment%20form%20of%20Orienteering%20Fun%20Day%202018_Chi.pdf
http://oahk.org.hk/uploads/file/20190117_Event%20Details%20for%20Orienteering%20Fun%20Day_201902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