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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展訓練學校同學會香港外展訓練學校同學會香港外展訓練學校同學會香港外展訓練學校同學會沿徑定向賽沿徑定向賽沿徑定向賽沿徑定向賽    2015 (2015 (2015 (2015 (速決賽速決賽速決賽速決賽))))    

OBAA Trail Orienteering 2015 (TempO) 

賽員須知賽員須知賽員須知賽員須知 
比賽資料比賽資料比賽資料比賽資料：：：：    

日期： 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地點： 南丫島 榕樹灣 

型式： 速決賽(TempO)：於每個計時站進行四題計時控制點 

地圖： 彩圖，ISSOM 2007，比例 1:4000、等高線間距 5 米、2015 年 2月修訂版 

 

賽事控制員 ： 許友昭 

賽事主持 ： 鍾慧芬 

地圖更新 ： 鍾志明 

路線設計員 ： 鍾志明 

仲裁團      ： 張國偉、鄺國華、朱錦鴻 

    

大會程序大會程序大會程序大會程序：：：：    

1230 賽事中心開放、開始接受即場報名 

1330 出發區開放、賽員開始出發 

1500 即場報名截止 

1515 出發區關閉，派發解構圖(Solution map) 

1530 賽區關閉 

1545 總成績公佈 

1600 截止投訴，頒獎 

1630 賽事結束  

賽事程序可按當日情況作出修改。如有更改，賽會會在當日於賽事中心公佈。 

 

即場報名即場報名即場報名即場報名：：：：    

1. 賽事中心於12:30開始接受即場報名，只限A、B組。 

2. 即場報名組別不設計分、排名及獎項，亦不會派發解構圖，解構圖可於賽事完結後到賽會網站下

載(http://www.obaahk.org)。 

3.  即場報名賽員可於13:45開始出發。 

4. 出發區關閉前15分鐘截止報名。 

 

賽事中心賽事中心賽事中心賽事中心：：：：    

1. 賽事中心位於賽事中心位於南丫島榕樹灣 足球場側，請參閱附圖。 

2.  賽員請自行到賽事中心領取控制咭。 

3. 賽事中心設有洗手間。 

4. 請保持賽事中心及賽區清潔，將垃圾放入垃圾桶內。 

5. 賽會不設行李存放服務，請自行保管攜來之物件，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如有遺失，賽會概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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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會建議賽員自備蚊怕水以防蚊叮。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1.  賽員需自行安排交通到賽事中心。 

2.  賽員可於中環 4 號碼頭搭乘渡輪前往南丫島榕樹灣碼頭。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查詢有關路線資料。 

http://www.hkkf.com.hk/index.php?op=timetable&style=tc 

 

3.  沿榕樹灣大街步行約 10 分鐘到賽事中心。 

    

賽事中心 

出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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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區出發區出發區出發區：：：：    

1. 出發區設於榕樹灣碼頭，步行需時約

2. 賽員必須攜帶控制咭及指南針。

3. 賽員可自由選擇出發時間出發。

4. 出發區於15:30關閉，所有遲於此刻

    

賽程資料賽程資料賽程資料賽程資料：：：：    

1. 各組別的賽程、計時站數目及每站題目

2.  速決賽成績以所有計時站總耗時來計算

    

比賽要點比賽要點比賽要點比賽要點：：：： 

1. 請賽員在計時站停止牌前排隊

2. 當工作人員指示可以進入時，

3. 賽員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作答

4. 每個計時站包含多個控制點，會一連串地進行而不會間斷

5. 每個計時站均有6面旗號；會有

6. 每個計時站的限時為120秒。 

7. 賽員到達計時站後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

8. 負責的工作人員會將比賽地圖交給賽員

便隨即以手由左至右指向6面旗號的位置

Echo Echo Echo Echo 、、、、FoxtrotFoxtrotFoxtrotFoxtrot」」」」，完畢後隨即說

9. 計時會由工作人員說「計時」

10. 在決定答案後請在答案板上選擇答案

作答作答作答作答。。。。 

11. 當賽員指著答案板上所選擇的答案後

選擇後才可打開下一個控制點地圖

以下列第13點所述計算。 

12. 工作人員可能會在限時結束前

13. 當賽員完成計時站的所有控制點時

時。每一次已作答的選擇均不能更改

答案，以 「W」 來代表，成績會以下列第

14. 答錯一個控制點或未能作答，

15. 賽員完成一個計時站後，工作人員即發還答題紙

等候下一個計時站工作人員指示

16. 排隊等候之賽員不得與其他賽員聊天

牌，違者可被取消資格。 

 

 

Class 組別 計時站數目

A/E 高級組/精英組 

B/F 初級組/家庭組 

2015(速決賽) 

步行需時約10分鐘。  

。 

。 

此刻抵達出發區的賽員，將被視作無出發論

每站題目如下： 

速決賽成績以所有計時站總耗時來計算，獲得最短耗時的選手為勝出者。

請賽員在計時站停止牌前排隊，等候指示進入計時站比賽區域。 

，排在首名的賽員方可進入比賽範圍。 

賽員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作答。 

會一連串地進行而不會間斷。 

會有 Z(Zero) 答案情況。 

 

賽員到達計時站後必須坐在預設的椅子上，將速決賽答題紙交予負責的工作人員

負責的工作人員會將比賽地圖交給賽員，不得翻閱。當負責的工作人員說出

面旗號的位置，期間同時依次序說出「「「「AlphaAlphaAlphaAlpha、、、、

完畢後隨即說「「「「開始計時開始計時開始計時開始計時」」」」。 

」時開始，直至賽員完成所有控制點或超過限時才結束

在決定答案後請在答案板上選擇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

當賽員指著答案板上所選擇的答案後，工作人員會說出賽員的選擇。賽員要聽到工作人員所講的

選擇後才可打開下一個控制點地圖。否則前一個控制點當作沒有答案，

工作人員可能會在限時結束前20秒，提示「尚剩20秒」。 

當賽員完成計時站的所有控制點時，計時立即停止，工作人員會在答題紙上寫上賽員的答案及耗

每一次已作答的選擇均不能更改，無論工作人員有否能及時回覆賽員的選擇

成績會以下列第13點所述計算。 

，成績為耗時再加30秒懲罰時間。答錯越多

工作人員即發還答題紙，並依工作人員指示，前往下一個計時站前排隊

等候下一個計時站工作人員指示。離開時請勿取走速決賽地圖和答案板

排隊等候之賽員不得與其他賽員聊天，未有工作人員指示亦不可擅自離開隊伍或超越停止及等待

計時站數目 每站題目 每站限時

4 4 120秒

3 4 120秒

速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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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作無出發論(DNS)。 

 

 

 

 

。 

將速決賽答題紙交予負責的工作人員。 

當負責的工作人員說出「「「「前面有六支旗前面有六支旗前面有六支旗前面有六支旗」」」」後，

、、、、BravoBravoBravoBravo、、、、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DeltaDeltaDeltaDelta、、、、

完成所有控制點或超過限時才結束。 

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答題時必須清晰地以手指指出答案，賽會不接受任何口頭不接受任何口頭不接受任何口頭不接受任何口頭

賽員要聽到工作人員所講的

，以「X」來代表，成績會

工作人員會在答題紙上寫上賽員的答案及耗

及時回覆賽員的選擇，否則當作多重

答錯越多，懲罰耗時越多。 

前往下一個計時站前排隊，

離開時請勿取走速決賽地圖和答案板。 

未有工作人員指示亦不可擅自離開隊伍或超越停止及等待

每站限時 

秒 

秒 

速決賽(TempO)答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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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區終點區終點區終點區：：：：    

1. 所有賽員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控制咭，均須在限時內或賽區關閉前向終點報到，否則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DISQ)。 

2. 工作人員會收回收回收回收回控制咭正本。 

3. 賽員不得將賽程資料公開或透露予未出發的賽員，違者會被取消資格。 

4. 由終點步行返回賽事中心需時約 10分鐘。 

 

無論完成賽事與否 

各賽員必須向終點或賽事中心報到！ 

 

 

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投訴及抗議投訴及抗議投訴及抗議投訴及抗議：：：：    

1. 成績及名次排序均以耗時耗時耗時耗時由低至高排序。 

2. 賽員可於賽事中心領回控制咭副本及解構圖。 

3. 賽員如對比賽成績或賽事有投訴或異議，須於成績公佈後10分鐘內， 以書面向賽會提出，並請留

下聯絡電話號碼。 

4. 有關投訴將由賽會處理，裁決結果將立即通知提出投訴的賽員。 

5. 提出投訴的賽員若對賽會的裁決有異議，可提出抗議。 

6. 抗議必須於10分鐘內以書面向裁判團提出。倘超出這個時限，大會將不受理任何抗議。 

7. 抗議的投訴將由仲裁團作出商議裁決，仲裁團的裁定為最終判決。 

8. 如投訴人為裁判團成員之一，大會將即時現場委任另一賽員擔任。 

 

其他比賽規則其他比賽規則其他比賽規則其他比賽規則及及及及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除指南針外，禁止使用任何工具器材(包括通訊工具)。 

2. 比賽期間不可和其他參加者有任何交流、交談或溝通。 

3. 違反以上任何一項規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DISQ)，賽區及控制點工作人員會記錄違規賽員資料。 

4. 賽員須知內容如有更改，以賽會當日公佈為準。 

5. 所有賽員須自行負責個人意外責任，賽會概不負責。 

6. 賽區是公眾地方，有其他人士使用，賽員沒有優先使用權。 

7. 賽員如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也將被取消參賽資格，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 

8. 比賽當日上午 10 時或以後，如天文台發出黃色暴雨警告或三號或以上風球， 

賽事將不會舉行。延期作賽與否，將於香港外展訓練學校同學會網頁 www.obaahk.org 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