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簡易運動大賽2019 -公園定向比賽 

比賽通知 

茲通知聯校公園定向比賽2019之比賽將於2019年8月17日在九龍公園舉行，特函通知當日

之比賽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  ： 2019年8月17日  (六)  

地點  ： 九龍公園 

比賽時間 ： 下午 3 時至下午 6 時正  

報到地點 ： 九龍公園露天廣場(見右圖)  

比賽形式 ： 1.  奪分式 單人組 比賽 

 (限時 30 分鐘，每遲到一分鐘或不足一分鐘扣 50 分，不需按順序訪各控制點) 

2.  家庭定向體驗活動 (歡迎參加者及家長一齊參加) 

獎項 ： 奪分式單人組比賽 

  各組設冠、亞、季獎項，組別人數多於 10 人參加，則設前 6 名獎項。  

賽前查詢電話： 3460 3177  

辦公時間： 上午 9:30 時至下午 6:30 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 9319 8176 

 

 

 

 

修訂內容以藍色顯示 

 

 

更新於 15.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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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程序 

14:45  賽事中心 及 報到處開放  

(賽員報到，領取號碼布、電子控制咭及備份標籤) 

14:45  教練閣開放 技術重温、賽事講解及熱身 

15:20  報到處關閉 

15:20  出發區開放 

15:30              BD 組賽員出發, 終點同時開放 

15:35             GD 組賽員出發   

15:40                  BC 組賽員出發 

15:45             GC 組賽員出發     

15:50            BA/BB/GA/GB 組賽員出發 

16:30            奪分式比賽結束，終點關閉 

16: 30  簡易運動大賽 2019-公園定向比賽結束 

 

若在比賽途中收到公園的緊急廣播提示

公園關閉，賽事立即終止，賽員盡快到

達體育館位置集合(紅圈)，報到

後按指示離開。 

 

 

# 因社會狀況不穩定，賽事時間而作出修改， 各組別最終成績將安

排在賽後一天在www.oahk.org.hk網頁公布，參加者於賽事當天透過

www.oahk.org.hk/live 查閱即時成績。獲獎參加者稍收到獲獎通知電

郵領取獎牌。 

http://www.oahk.org.hk/
http://www.oahk.org.hk/live


 

頁 | 3 

賽事中心 

位置圖及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位於九龍公園廣場。賽員只能從指定入口進入賽事中心 (紅色箭咀    ，X 路口代表

不能進入)，如非從指定入口進入公園，賽員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入口更新)。 

2. 洗手間設於賽事中心旁。  

3. 賽事中心設有大會時間顯示。  

4. 賽會不設行李存放服務，賽員攜來的物件需自行保管及處理，如有任何遺失，賽會概不負

責。 

5. 參加者請根據賽員編號到賽事中心報到處領取號碼布 及電子控制卡。賽員可按需要於賽事

中心領取扣針。  

6. 已申請出席證書的賽員可於完成比賽後於賽事中心領取。 

7. 賽事中心將提供醫療救傷服務。 

8. 賽事中心將有教練閣提供。 

前往九龍公園：https://www.lcsd.gov.hk/tc/parks/kp/access.html 

 

X 

X 

X 

X 
X 

X 

 
X 

X 

 

 

 

https://www.lcsd.gov.hk/tc/parks/kp/ac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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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1. 賽會不安排交通，賽員須自行前往賽事中心。  

2. 賽員可乘以下公共交通工具：  

- 港鐵 - 尖沙咀港鐵站 A1 出口、佐敦港鐵站 C1 出口及柯士甸西鐵站均可到達。 

- 途經巴士路線 

九巴：2, 7, 9, 13X, 208, 213X, N216, 219X, 224X, N241, 260X, 268B, 269B, 270A, 270S, 271, 

N271. 
新巴：N796 

嶼巴：1R 

專綫小巴：606S 

小巴路線資訊：http://bit.ly/2GnOSJd  

城巴/新巴路線資訊：http://bit.ly/2y38ZI8  

九巴路線資訊：http://bit.ly/2O5KWTF 

 

賽員報到﹕ 

 

1. 請留意﹗賽員請於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至三時十五分前，到達賽事中心報到處，交回已填妥

之電子控制咭借用表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方為有效，以領取號碼布、電子控制

咭。 

2. 該電子控制咭為香港定向總會資產，各賽員在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損

壞，賽員必須賠償港幣$280 予香港定向總會。 

3. 本賽事將使用 SI 電子打孔及計時系統 (詳情見本賽員須知後頁備註)。 

 

起點  

1. 起點區設於賽事中心旁(約 50 米)，有大會時間顯示。  

2. 賽員請按出發時間，提早 10 分鐘到達出發區。當工作人員宣讀所屬組別出發時間後，賽

員必須進入出發區。  

 

http://bit.ly/2GnOSJd
http://bit.ly/2y38ZI8
http://bit.ly/2O5KW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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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程序  

1. 賽員必須將號碼布扣於胸前並展示電子控制咭。只有號碼布及電子控制卡齊全的賽員始

獲准進入「預備出發區」。 

2. 賽員須根據出發時間進入「預備出發區」，進入預備出發區前，請把電子控制卡放在指

定的清除控制點上清除記錄，並於檢查控制器檢查。 

3. 同一組別集合後 ，工作人員將會指示賽員前進一格及派發地圖。在聽到起點響鐘發出長

響後方可看地圖及出發。 

4. 遲到賽員必須先向出發區工作人員報到，再由工作人員安排出發。  

 

賽區及地圖資料： 

1. 賽區大部分由可跑性極高之小徑路網所覆蓋。公園其餘部分為三合土地和不同程度之植

被，包括樹林，草地，雜草地，低層植被及密林。 

2. 公園為公眾地方遊人眾多，賽員請小心避免碰撞。 

3. 賽會將安排工作人員在賽區巡邏及拍照，家長、導師不可協助賽員。如有發現將被取消成

績. 

4. 賽區內的花圃及禁區將以  及   顯示，賽員嚴禁穿越，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終點： 

1. 終點區設於賽事中心旁。 

2. 賽員抵達終點時，須在終點器拍卡，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完結。 

3. 請跟隨指示前往成績計算站，將電子控制咭的記錄下載後，賽員即可領取參考成績印

表。 

4. 賽會不會收回已完成賽事賽員的地圖，請勿展示予未出發之賽員，如有違反，雙方賽員

將會被取消資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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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電子控制卡，必須於 1700 前向終點報到。  

 

體育精神： 

1. 體育精神重於公平競技原則比賽, 敬請各家長讓賽員在賽事中發揮個人所長, 賽員出發後

家長或監護人不能作出任何提示或協助賽員進行比賽，如被大會工作人員發現及經証實

後，其奪分式比賽成績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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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1. 除賽會提供的地圖及以本須知提及的裝備外，禁止使用任何輔助工具，包括通訊器材(如

電話及對講機)，否則取消資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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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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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賽員在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電子控制卡，並於比賽後交還。 請留意﹗該電子控制咭

為香港定向總會資產，若有遺失或損壞，賽員必須賠償港幣$280 予香港定向總會。 

5. 賽區內的花圃及禁區將以  及   顯示，賽員嚴禁穿越，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6. 賽區是乃公眾休憩的地方，賽員並無使用公園的優先權，賽員須尊重其他市民，如有碰

撞或意外，賽員可被取消資格。 

7. 賽員須遵守所有比賽規則及服從賽會之指示。 

 

注意事項：  

1. 報到時，請提交已簽署之家長同意書，然後才能夠領取號碼布、電子控制咭。 

2. 請緊記帶備手錶 (奪分式比賽限時 30 分鐘，每個控制點 10 / 20 / 30 分，每遲到一分鐘或

不足一分鐘扣 50 分，不需按順序探訪各控制點) 。 

3. 建議賽員比賽時穿著淺色鬆身運動上衣及長褲、運動鞋、帽、防曬用品、水(足夠)、雨具

及蚊怕水。 

4. 比賽期間不得離開公園範圍。 

5. 公園內設有洗手間。 

6. 賽員及家長必須自行保存, 看守及管理個人的衣服及財物。如有遺失，主辦單位恕不負

責。請盡量不要攜帶貴重物品前往比賽。 

7. 惡劣天氣下的安排﹕如在比賽舉行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又

或黃、紅/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則比賽將將順延延期一星期至 8 月 24 日相同時間及地點進

行補賽。有關賽事安排請密切留意本會網頁通告 www.oahk.org. 

8. 因應社會狀況不穩定，在前往比賽前請密切留意社會狀況及本會網頁/本會其他媒體

(facebook) 有關特發消息。家長可因應實際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前往作賽。如因社會狀況不

穩而引致當天賽事取消，補賽與否將由賽會決定。 

 

http://www.o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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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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電子控制卡的記錄計算，若然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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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控制器」(clear)及「檢查控制點」(check)上打卡清除舊有 比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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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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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員不能以系統失效作為抗辯理由。賽員可在限時內到訪不同控制點(不經次序) ，各控制點有不

同分值，限時內最高分數為之勝出，同分者則以較短時間為之優勝。 

 

終點 

1. 當賽員抵達終點時，應即前赴「終點控制器」拍卡，而賽員的比賽時間亦以該刻起完結； 

2. 請跟隨指示，儘快返回成績計算站中，將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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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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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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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流程 ﹕  

 

 
往賽事中心 

報到 - 領取號碼布、電子控制咭 

記得測試電子控制咭是否正常運作 

提早 10 分鐘往出發區 

(檢查號碼布及電子控制咭) 

建議賽員帶備手錶作賽 

到教練閣溫故知新 

 

當日不設頒獎，獲獎賽員會稍後安排領獎 

 

成績會於星期一網上公佈 
 

 

下載及列印成績 

交還控制咭 

 

返終點 

 

 

比賽進行中，到訪控制點  

出發 

 

派發地圖及等待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