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日期：111 年 01 月 08 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 

高雄市體育總會定向越野委員會、 

町巷運動工作室、 

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贊助單位：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 

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Fo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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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賽暨全國排名賽 

一號公告 
壹、 宗        旨：配合教育部落實學校體育教學，蓬勃校園運動風氣，提昇學生體適能，並且培育運

動績優學生，增強定向越野技術水準，進而提倡我國定向越野運動風氣與提昇定向

越野競技層級。成績列入「全國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

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高雄市體育總會定向越野委員會、町巷運動工作室、 

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贊助單位：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肆、 比賽資訊： 

一、 比賽日期：111年01月22日(星期六) 

二、 比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報到地點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三、 競賽時間：預計下午13點至下午17點，活動流程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四、 競賽形式：Sprint順點賽，同組間隔出發。 

五、 競賽限制時間：將於公告二號說明，競賽選手一旦超過比賽限制時間，成績不列入排名。 

六、 競賽地圖資訊： 

(一) 地圖比例尺1：4000，地圖規範ISSprOM2019 

(二) 地圖尺寸A4紙張規格。 

伍、 競賽賽程資訊： 

一、 各組賽程資訊：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二、 競賽規則：IOF徒步定向越野賽事競賽規則。 

三、 檢查點說明表：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四、 出發方式：採間隔出發，出發時間表將於公告二號顯示。 

五、 電子打卡系統：本賽事採用SPORTident電子打卡系統；使用SI-9orSI-10指卡。 

六、 報到時，以團體單位優先報到，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報到完畢後，選手必須立

即將「號碼布」別於【胸前】直到比賽結束。本會賽後於成績組回收「本會電子指卡」。團

體中，如有已報名但未到場之選手，請將其「電子指卡」於報到時間截止前交還給報到組。

選手須妥善保存，並於賽後繳回，遺失者須由參賽單位或個人照價賠償(每支新台幣3,000元) 

陸、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方式：至「https://tinyurl.com/y36f3hkq」進行報名， 
線上服務窗口：lineid：@bys1935b(請加上@)。 
或以MAIL傳送至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協會信箱)。 
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二、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10年12月29日(星期三)12:00截止。 

三、 本次比賽不接受現場報名，請各組選手提早報名。 
四、 賽事代辦費用：個人賽，每位參賽選手500元。雙人組及家庭組，每組600元。 

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與，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報名後如
因故未能參與，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200元後退還餘款。另外，欲修
改報名資料或辦理退費人士，需於111年01月03日(星期一)17:00前來電告知
本會，逾期不受理。 

五、 注意事項：凡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病、氣喘等，不適合激烈運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六、 參與對象：一般民眾以個人方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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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競賽項目組別(共34組)： 

NO 組別(英文組別) 年齡限制與簡要說明 

1 男子菁英組(ME)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最高，適合有豐富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

國男子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

據。 

2 女子菁英組(WE)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最高，適合有豐富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

國女子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

據。。 

3 男子公開組(M21)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 

4 女子公開組(W21)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 

5 男子 20 歲組(M20) 

西元2002年1月1日後(含2002年1月1日)出生男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英

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6 女子 20 歲組(W20) 

西元2002年1月1日後(含2002年1月1日)出生女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英

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7 男子 18 歲組(M18) 

西元2004年1月1日後(含2004年1月1日)出生男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英

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8 女子 18 歲組(W18) 

西元2004年1月1日後(含2004年1月1日)出生女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英

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9 男子 16 歲組(M16) 西元2006年1月1日後(含2006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戰性。 

10 女子 16 歲組(W16) 西元2006年1月1日後(含2006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具挑戰性。 

11 男子 14 歲組(M14) 西元2008年1月1日後(含2008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2 女子 14 歲組(W14) 西元2008年1月1日後(含2008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3 男子 12 歲組(M12) 西元2010年1月1日後(含2010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4 女子 12 歲組(W12) 西元2010年1月1日後(含2010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5 男子 10 歲組(M10) 西元2012年1月1日後(含2012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6 女子 10 歲組(W10) 西元2012年1月1日後(含2012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7 男子 35 歲組(M35) 
西元1987年12月31日後(含1987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戰

性。 

18 女子 35 歲組(W35) 
限女子，西元1987年12月31日後(含1987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

度具挑戰性。 

19 男子 40 歲組(M40) 
西元1982年12月31日後(含1982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戰

性。 

20 女子 40 歲組(W40) 
限女子，西元1982年12月31日後(含1982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

度具挑戰性。 

21 男子 45 歲組(M45) 
西元1977年12月31日後(含1977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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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子 45 歲組(W45) 
限女子，西元1977年12月31日後(含1977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23 男子50歲組(M50) 
西元1971年12月31日後(含197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24 女子50歲組(W50) 
限女子，西元1971年12月31日後(含197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25 男子55歲組(M55) 
西元1966年12月31日後(含1966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26 女子55歲組(W55) 
限女子，西元1966年12月31日後(含1966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27 男子60歲組(M60) 
西元1961年12月31日後(含196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28 女子60歲組(W60) 
限女子，西元1961年12月31日後(含196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29 男子65歲組(M65) 
西元1956年12月31日後(含1956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30 女子65歲組(W65) 
限女子，西元1956年12月31日後(含1956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31 男子70歲組(M70) 
西元1951年12月31日後(含195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32 女子70歲組(W70) 
限女子，西元1951年12月31日後(含195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33 雙人組(FA) 成人一位與8歲(含)以下小朋友，賽程難度低。 

34 家庭組(FG) 
三人一組，其中一位需12歲(含)以下小朋友，適合全家同樂，賽程難度

低。 

捌、 國內排名積分計算方式： 

選手積分=(該組第一名秒數/該選手秒數)x1000 

其餘名次以第一名時間為分母，分子為各選手成績時間 

玖、 選手禁制區： 

為建立賽事公平性，請參賽的選手及其教練、領隊與陪同者，自即日起禁止進入本次

賽事限制區範圍內，違反規定者，取消選手資格(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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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競賽規定： 

一、各組之參賽選手請攜帶身份證明，以備查詢。 

二、各組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三、選手如有不合規定出場比賽，經舉發查實，即取消該選手比賽之權利，該選手成績不

予計算。 

四、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得出場比賽。 

五、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大會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六、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

即為終決。 

七、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選手不得異議。 

八、非比賽之選手，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選手到選手休息區觀看比賽，不得

藉故停留場內。 

九、參加競賽之選手須著運動服裝與賽，任何類型的鞋子都可以穿著，但禁止穿釘鞋子。 

十、參加競賽之選手必須保證身體健康，可參加劇烈運動比賽者。 

十一、 比賽期間如遇有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比賽，並由紀

律委員會處理。 

十二、 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十三、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則取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頒之獎項。 

十四、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則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十五、 所有選手自報到起至大會閉幕止，全程均得參加意外責任保險，不得藉故拒保，以

為選手安全，費用統由大會籌措支付。 

壹拾壹、 一般事項規定： 

一、 選手之一切費用須自理。 

二、 大會有寄物服務，協助選手保管物品，貴重物品應隨身攜帶。 

三、 大會負擔所有選手自完成報到手續至活動結束期間新臺幣300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險內容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 

(二) 每一個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1,500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200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3,400萬元。 

四、 大會擁有本次活動之一切新聞媒體運作、轉播、錄製、販售等之聲音、影像之權利，

他人不得異議。 

壹拾貳、 獎勵：各組競賽前三名，頒贈獎牌，前六名頒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家庭組前三名每組獎牌2面及獎狀依人數頒給、四到六名獎狀依人數頒給。 

*獲獎者請於頒獎現場領取獎狀等相關物品,如個人因素無法現場領取或代領者需自

行支付衍生之相關郵資及行政處理費每份50元。 

壹拾參、 申訴管道與辦法： 

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大會裁定之。若有申訴則須繳交書面報告及新台幣

6,000元之保證金，向大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會進行審判。申訴成立退還保證金；

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賽會期間所有

公佈之公告與成績，於成績公佈20分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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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一、 DQ：失去排名資格。 

◪ 選手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大會判定，即以DQ論。如辱罵裁判、賽事工作人

員，或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手；或頂替他人出賽等。 

◪ 選手犯規。如穿越禁制區；告知或導引其他選手找尋檢查點。經裁判逕行舉發

或其他教練與選手舉證，最終由大會判定，即以DQ論。 

◪ 選手超出比賽限制時間(OT)，成績組即判定DQ，不得提出任何投訴。 

◪ 順點賽中，選手未按地圖指示依賽程順序到訪各檢查點，及未正確使用

SportIdent電子計時系統之電子記錄指卡完成到訪記錄，或遺漏記錄賽程任一檢

查點及電子指卡內記錄檢查點的順序錯誤者，經成績組判定，即以DQ論，不得

提出任何投訴。 

◪ 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或教練口頭告知大會，由大會

處理，大會將口頭回覆處置方式。若不服處置方式，可書面提出抗議。抗議書

向賽事中心索取。 

二、 DNS：未出發。選手已經完成報到之手續，但因個人之因素，如身體突然不適等，而未

出場比賽，即以DNS論。 

三、 DNF：未完成。選手已經出發進行比賽，但因個人之因素，如比賽中受傷等，而未完成

比賽，直接前往成績組報到者，即為DNF。 

壹拾伍、 氣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掌握最新資訊: https://www.cwb.gov.tw/V7/forecast/ 

比賽期間，如遇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但有雷擊之可能與暴雨之發生，比賽

將由大會決定是否暫停或者延期舉行。 

壹拾陸、 性騷擾申訴管道：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對他人性騷擾者，若觸犯刑法，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會於獲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將協助被害人處理相關事宜。 

本會服務電話:(02)8771-1444或電子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 

或您可撥打113保護專線尋求協助，或撥打110向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報案。 

 

 

 

 

 

 

 

 

 

 

壹拾柒、 其他事項：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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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賽暨全國排名賽 

緊急公告(110年12月3日) 
本會原訂111年01月22日(星期六)假高雄市立美術館辦理之2022年

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賽暨全國排名賽，因111年學測考試於1月

21日至23日舉行，為顧及相關選手參賽權益，賽會將採取下列措施： 

一、 是項賽事將改於111年01月08日(星期六)仍在 

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舉行。 

二、 已報名之選手有下列選擇： 

◪保留報名，維持參賽不變。 

已報名之選手或單位若因賽事改期而不克參賽，請於 

◪12月30日(星期五)前E-mail:orienteeringtw@yahoo.com.tw通知，

本會將於賽事結束後辦理全額退費。來信時請在信中告知已報名

之選手姓名(如有單位亦請寫明)、報名者姓名及與選手之關係、

受理退費之帳戶。 

郵件主旨請註明：【2022年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賽暨全國排名賽-退費/退匯帳戶】 

三、 (一)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集會活動。 

有發燒者，直至退燒後至少24小時才可參加集會活動，如集會

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二)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

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

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

更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

和嘴巴。 

四、 (一)賽事當天，將採取個人報到，取消團體報到。選手報到時請 

配合量測額溫，若超過37.5度C(含)者，將不受理報到出賽。 

(二)本會將規劃必要之防疫設施，賽會將準備額溫槍與乾洗手

(75%酒精)清潔用品。 

五、 如有進一步了解相關資訊之需要，建議可逕至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

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

漢肺炎)專區下載衛教資料並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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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錦標賽暨全國排名賽 

二號公告 
壹、 宗        旨：配合教育部落實學校體育教學，蓬勃校園運動風氣，提昇學生體適能，並且培育

運動績優學生，增強定向越野技術水準，進而提倡我國定向越野運動風氣與提昇

定向越野競技層級。成績列入「全國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

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高雄市體育總會定向越野委員會、町巷運動工作室、 

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贊助單位：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肆、 比賽資訊： 

一、 比賽日期：111年01月08日(星期六) 

二、 比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報到地點將於公告三號說明) 

三、 競賽時間：預計下午13點至下午17點，活動流程將於公告三號說明。 

四、 競賽形式：Sprint順點賽，同組間隔出發。 

五、 競賽限制時間：將於公告三號說明，競賽選手一旦超過比賽限制時間，成績不列入排名。 

六、 競賽地圖資訊： 

(一)地圖比例尺1：4000，地圖規範ISSprOM2019 

(二)地圖尺寸A4紙張規格。 

伍、 競賽賽程資訊： 

一、 各組賽程資訊：將於公告三號說明。 

二、 競賽規則：IOF徒步定向越野賽事競賽規則。 

三、 檢查點說明表：將於公告三號說明。 

四、 出發方式：採間隔出發，出發時間表將於公告三號顯示。 

五、 電子打卡系統：本賽事採用SPORTident電子打卡系統；使用SI-10指卡。 

六、 報到時，以團體單位優先報到，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報到完畢後，選手必須立

即將「號碼布」別於【胸前】直到比賽結束。本會賽後於成績組回收「本會電子指卡」。團

體中，如有已報名但未到場之選手，請將其「電子指卡」於報到時間截止前交還給報到組。

選手須妥善保存，並於賽後繳回，遺失者須由參賽單位或個人照價賠償(每支新台幣3,000元) 

陸、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方式：至「https://tinyurl.com/y36f3hkq」進行報名， 
線上服務窗口：lineid：@bys1935b(請加上@)。 
或以MAIL傳送至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協會信箱)。 
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二、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10年12月29日(星期三)12:00截止。 

三、 本次比賽不接受現場報名，請各組選手提早報名。 

四、 賽事代辦費用：個人賽，每位參賽選手500元。雙人組及家庭組，每組600元。 
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與，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報名後
如因故未能參與，所繳款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200元後退還餘款。另外，欲
修改報名資料或辦理退費人士，需於111年01月03日(星期一)17:00前來電告
知本會，逾期不受理。 

五、 注意事項：凡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病、氣喘等，不適合激烈運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六、 參與對象：一般民眾以個人方式參與。 



8 

柒、 競賽項目組別(共34組)： 

NO 組別(英文組別) 年齡限制與簡要說明 

1 男子菁英組(ME)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最高，適合有豐富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

「全國男子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

參考依據。 

2 女子菁英組(WE)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最高，適合有豐富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

「全國女子菁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

參考依據。。 

3 男子公開組(M21)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 

4 女子公開組(W21) 不限年齡，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 

5 男子 20歲組(M20) 

西元2002年1月1日後(含2002年1月1日)出生男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

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6 女子 20歲組(W20) 

西元2002年1月1日後(含2002年1月1日)出生女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

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7 男子 18歲組(M18) 

西元2004年1月1日後(含2004年1月1日)出生男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

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8 女子 18歲組(W18) 

西元2004年1月1日後(含2004年1月1日)出生女子。 

賽程難度稍高，適合有多次參賽經驗的參賽者。成績列入「全國男子菁

英選手排名積分」，遴選參加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9 男子 16歲組(M16) 
西元2006年1月1日後(含2006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戰

性。 

10 女子 16歲組(W16) 
西元2006年1月1日後(含2006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具挑戰

性。 

11 男子 14歲組(M14) 西元2008年1月1日後(含2008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2 女子 14歲組(W14) 西元2008年1月1日後(含2008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3 男子 12歲組(M12) 西元2010年1月1日後(含2010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4 女子 12歲組(W12) 西元2010年1月1日後(含2010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5 男子 10歲組(M10) 西元2012年1月1日後(含2012年1月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低。 

16 女子 10歲組(W10) 西元2012年1月1日後(含2012年1月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難度較低。 

17 男子 35歲組(M35) 
西元1987年12月31日後(含1987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18 女子 35歲組(W35) 
限女子，西元1987年12月31日後(含1987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19 男子 40歲組(M40) 
西元1982年12月31日後(含1982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20 女子 40歲組(W40) 
限女子，西元1982年12月31日後(含1982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21 男子 45歲組(M45) 
西元1977年12月31日後(含1977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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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子 45歲組(W45) 
限女子，西元1977年12月31日後(含1977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23 男子50歲組(M50) 
西元1971年12月31日後(含197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24 女子50歲組(W50) 
限女子，西元1971年12月31日後(含197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具挑戰性。 

25 男子55歲組(M55) 
西元1966年12月31日後(含1966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具挑

戰性。 

26 女子55歲組(W55) 
限女子，西元1966年12月31日後(含1966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27 男子60歲組(M60) 
西元1961年12月31日後(含196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28 女子60歲組(W60) 
限女子，西元1961年12月31日後(含196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29 男子65歲組(M65) 
西元1956年12月31日後(含1956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30 女子65歲組(W65) 
限女子，西元1956年12月31日後(含1956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31 男子70歲組(M70) 
西元1951年12月31日後(含1951年12月31日)出生之男子，賽程難度較

低。 

32 女子70歲組(W70) 
限女子，西元1951年12月31日後(含1951年12月31日)出生之女子，賽程

難度較低。 

33 雙人組(FA) 成人一位與8歲(含)以下小朋友，賽程難度低。 

34 家庭組(FG) 
三人一組，其中一位需12歲(含)以下小朋友，適合全家同樂，賽程難度

低。 

捌、 國內排名積分計算方式： 

選手積分=(該組第一名秒數/該選手秒數)x1000 

其餘名次以第一名時間為分母，分子為各選手成績時間 

玖、 選手禁制區： 

為建立賽事公平性，請參賽的選手及其教練、領隊與陪同者，自即日起禁止進入本次

賽事限制區範圍內，違反規定者，取消選手資格(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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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競賽規定： 

一、各組之參賽選手請攜帶身份證明，以備查詢。 

二、各組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三、選手如有不合規定出場比賽，經舉發查實，即取消該選手比賽之權利，該選手成績不

予計算。 

四、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得出場比賽。 

五、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大會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六、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

即為終決。 

七、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選手不得異議。 

八、非比賽之選手，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選手到選手休息區觀看比賽，不得

藉故停留場內。 

九、參加競賽之選手須著運動服裝與賽，任何類型的鞋子都可以穿著，但禁止穿釘鞋子。 

十、參加競賽之選手必須保證身體健康，可參加劇烈運動比賽者。 

十一、 比賽期間如遇有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比賽，並由紀

律委員會處理。 

十二、 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十三、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則取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頒之獎項。 

十四、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則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十五、 所有選手自報到起至大會閉幕止，全程均得參加意外責任保險，不得藉故拒保，以

為選手安全，費用統由大會籌措支付。 

壹拾壹、 一般事項規定： 

一、 選手之一切費用須自理。 

二、 大會有寄物服務，協助選手保管物品，貴重物品應隨身攜帶。 

三、 大會負擔所有選手自完成報到手續至活動結束期間新臺幣300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險內容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 

(二) 每一個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1,500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200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3,400萬元。 

四、 大會擁有本次活動之一切新聞媒體運作、轉播、錄製、販售等之聲音、影像之權利，

他人不得異議。 

壹拾貳、 獎勵：各組競賽前三名，頒贈獎牌，前六名頒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家庭組前三名每組獎牌2面及獎狀依人數頒給、四到六名獎狀依人數頒給。 

*獲獎者請於頒獎現場領取獎狀等相關物品,如個人因素無法現場領取或代領者需

自行支付衍生之相關郵資及行政處理費每份50元。 

壹拾參、 申訴管道與辦法： 

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大會裁定之。若有申訴則須繳交書面報告及新台幣

6,000元之保證金，向大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會進行審判。申訴成立退還保證金；

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賽會期間所有

公佈之公告與成績，於成績公佈20分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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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一、 DQ：失去排名資格。 

◪ 選手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大會判定，即以DQ論。如辱罵裁判、賽事工作人員，

或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手；或頂替他人出賽等。 

◪ 選手犯規。如穿越禁制區；告知或導引其他選手找尋檢查點。經裁判逕行舉發或

其他教練與選手舉證，最終由大會判定，即以DQ論。 

◪ 選手超出比賽限制時間(OT)，成績組即判定DQ，不得提出任何投訴。 

◪ 順點賽中，選手未按地圖指示依賽程順序到訪各檢查點，及未正確使用SportIdent

電子計時系統之電子記錄指卡完成到訪記錄，或遺漏記錄賽程任一檢查點及電子指

卡內記錄檢查點的順序錯誤者，經成績組判定，即以DQ論，不得提出任何投訴。 

◪ 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或教練口頭告知大會，由大會處

理，大會將口頭回覆處置方式。若不服處置方式，可書面提出抗議。抗議書向賽

事中心索取。 

二、 DNS：未出發。選手已經完成報到之手續，但因個人之因素，如身體突然不適等，而未

出場比賽，即以DNS論。 

三、 DNF：未完成。選手已經出發進行比賽，但因個人之因素，如比賽中受傷等，而未完成

比賽，直接前往成績組報到者，即為DNF。 

壹拾伍、 氣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掌握最新資訊: https://www.cwb.gov.tw/V7/forecast/ 

比賽期間，如遇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但有雷擊之可能與暴雨之發生，比賽

將由大會決定是否暫停或者延期舉行。 

壹拾陸、 性騷擾申訴管道：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對他人性騷擾者，若觸犯刑法，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會於獲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將協助被害人處理相關事宜。 

本會服務電話:(02)8771-1444或電子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 

或您可撥打113保護專線尋求協助，或撥打110向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報案。 

 

 

 

 

 

 

 

 

 

 

壹拾柒、 其他事項：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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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菁英盃全國定向越野短距離錦標賽暨全國排名賽 

三號公告 
壹、依    據：110 年 12 月 08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43533 號 

貳、宗    旨：配合教育部落實學校體育教學，蓬勃校園運動風氣，提昇學生體適能，並

且培育運動績優學生，增強定向越野技術水準，進而提倡我國定向越野

運動風氣與提昇定向越野競技層級。成績列入「全國菁英選手排名積

分」，遴選參加 2022年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參考依據。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高雄市體育總會定向越野委員會、 

町巷運動工作室、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贊助單位：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Footland 

肆、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111 年 01 月 08 日(星期六) 

二、競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三、報到時間：下午 13 點 30 分至 14 點 00 分止 

四、報到地點：請參賽選手下午 13 點 30 分至 14 點 00 分完成報到，報到地點位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圓形廣場」，請參賽選手於指定時間內至報到

處報到，領取選手號碼布、SI 電子指卡。 

★Google 地圖 可以定位「高雄市立美術館」，即可抵達賽事中心。 

(一) 交通資訊： https://reurl.cc/6DoY15 

 

 

 

 

 

 

 

 

 

 

https://reurl.cc/6Do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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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交通】 

‧高鐵│左營車站 

轉乘臺灣鐵路區間車至美術館站。 

轉乘公車紅 35A (金獅湖→捷運凹仔底站)。 

 

‧臺灣鐵路│美術館站 

搭乘區間車至美術館站。 

出站沿人行道往美術館路步行約五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 → 沿美術館路人行道往

美術東二路步行約五分鐘 → 由平面停車場進入，沿指示入館。 

 

路線名稱 說明 

‧紅 25 (高雄火車站 ← → 左營南站)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紅 32A (凹仔底捷運站 ← →國泰市場)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紅 33 明誠幹線 (聯合醫院 ← → 鳳山商工)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紅 35A (金獅湖→凹仔底捷運站) 

‧下車車站：美術館(中華藝校) → 美術東一路 → 沿人

行道經中華藝校往美術館路步行約五分鐘 → 穿越美術

東二路至停車場進入，沿指示入館。 

‧紅 35A (凹仔底捷運站→金獅湖) 

‧下車車站：高雄市立美術館站 → 美術東二路 →沿人

行道從中山國小穿越美術東一路 → 經中華藝校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八分鐘 → 穿越美術東二路至停車場進入，

沿指示入館。 

‧168 環狀西幹線 (金獅湖→夢時代)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168 環狀東幹線 (夢時代→金獅湖)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73 (建軍站 (衛武營捷運站) ← →左營市場) 

‧下車車站：美術園區 → 美術東二路→沿人行道往美術

館路步行約三分鐘 → 穿越美術館路至停車場進入，沿

指示入館。 

‧義大客運 8502 ( 義大世界←→高美館 ) ‧下車車站：高雄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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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凹仔底站 → 轉乘公車 

1 號出口│紅 35A、紅 32A 、紅 33 明誠幹線、168 環狀西幹線。 

2 號出口│義大客運 8502。 

【搭乘公車】 

詳細路線請參考「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網」：http://ibus.tbkc.gov.tw/bus/ 

 

【自行開車】 

‧ 國道一號 

九如交流道(往高雄市區) → 九如路直行約 20分鐘 → 右轉中華路直行 → 左轉美術

館路經聯合醫院 → 停車場 

鼎金系統交流道(往左營) → 國道 10 號 → 中華路出口 → 翠華路直行約 15 分鐘 → 

左轉美術館路 → 停車場 

‧ 國道三號 

燕巢系統交流道(往高雄) → 國道 10 號(如國道 1 號鼎金系統路線) 

竹田系統交流趙(往高雄) → 台 88 號快速道路 → 接國道 1 號 

(二) 報到位置：https://goo.gl/maps/FQZuNhTt4cweEbvA7 

座標位置：22°39'23.6"N 120°17'13.8"E 

賽事中心及報到位置 如下圖所標示 

 

 

 

 

 

 

 

 

 

五、報到流程：選手依個人報到(取消團體報到)，先配合量測額溫，若超過 37.5度 C

者，將不受理報到出賽；額溫低於 37.5度 C(含)者，進行手部乾洗手

清潔，而後簽名報到領取號碼布與指卡。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者，

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比賽活動(大會備有額溫槍與 75%

酒精)。 

◪電子指卡穿戴方式：https://reurl.cc/L7kk9y 

報到時，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領取人，須對指卡之歸還負起責任。 

如有遺失 SI指卡，每只須賠償新台幣 3,000元。 

http://ibus.tbkc.gov.tw/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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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手禁制區： 

下圖所示的紫色區域皆為選手禁區，為建立賽事公平性，請參賽的選手及其

教練、領隊與陪同者，自即日起禁止進入本次賽事限制區範圍內，違反規定者，

取消選手資格(DQ)。 

 

 

 

 

 

 

 

 

 

 

 

 

 

 

 

 

 

 

 

 

 

(二)賽區域說明： 

美術館周圍像是兒童樂園，大樹下的園地有腳印迷宮、沙灘和藝術搖

籃座椅，是親子共享及美術教育的樂園。 館外規劃為美術公園，風格材質

各異的雕塑品與裝置藝術共有四十多件分佈於公園湖畔樹林草原之間，展

現多元的視覺效果，也使自然環境延伸為美術館展場的一部分。 

高雄市立美術館結合內惟埤溼地生態，是結合生態、藝術與休閒於一

身的文化聚點，在蟲吟鳥唱、波光瀲灩的自然環境中，藝術正像翠綠新芽，

於南臺灣豔陽下生根、滋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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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流程： 

陸、競賽賽制： 

一、比賽形式：順點賽。 

二、比賽時間：14時 30分，選手開始出發，15時 42分結束比賽，預計 17時 00分前頒獎。 

三、比賽限制時間(over time)：60分鐘，超過比賽限制時間者不予以排名。 

柒、比賽地圖： 

一、地圖繪製：林伯儁 

二、賽圖為 A4尺寸，地圖比例尺為 1：4 000。 

三、地圖規範 ISSprOM2019，等高線間隔為 2公尺。 

四、繪圖日期：2021 年 12 月 

五、賽程設計：林冠宇 

捌、賽事團隊： 

一、賽事裁判：陳薇婷、沈永賢、吳明彥、林冠宇、吳槐芬、張玉鈴、林祝全、 

林祝如、湯頂言、林倩如、林芸穗、王若瑀、王  瑞、宋洪經、 

鮑威南、黃麗芬、林珈伊。 

二、醫護人員：張淑智。 

時間 內  容 備  註 

13:30-14:00 選手報到、熱身時間 領取指卡/號碼布 

14:00-14:10 活動開場/競賽規則說明  

14:30 第一位選手出發 (同組選手間隔出發) 

14:30-15:42 競賽時間  

15:42-16:00 計算成績  

16:00-16:20 成績公告  

16:20-17:00 頒獎 
每 組頒發 前六名  

(※ 因 應疫情 本次 賽事採 取  
自 取獎狀 及獎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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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賽程資訊：各組賽程資訊：資料如下，如有變動，以現場所提供賽圖為準。 

項次 組別 
英文 

簡稱 

報名 

人數 

賽程長度 

(公里) 

檢查點數量

(個) 

爬升 

(公尺) 

勝出時間 

(分鐘) 

限制時間 

(分鐘) 

1 男子菁英組 (ME) 13 3.0 16 20 15 60 

2 女子菁英組 (WE) 6 2.6 14 20 15 60 

3 男子公開組 (M21) 12 2.9 15 20 15 60 

4 女子公開組 (W21) 9 2.5 14 20 15 60 

5 男子 20 歲組 (M20) 1 2.5 16 20 15 60 

6 男子 18 歲組 (M18) 7 2.5 16 20 15 60 

7 女子 18 歲組 (W18) 6 2.4 16 20 15 60 

8 男子 16 歲組 (M16) 3 2.4 16 20 15 60 

9 女子 16 歲組 (W16) 1 2.4 16 20 15 60 

10 男子 14 歲組 (M14) 3 2.4 16 20 15 60 

11 男子 12 歲組 (M12) 2 1.9 15 10 15 60 

12 女子 12 歲組 (W12) 2 1.9 15 10 15 60 

13 男子 10 歲組 (M10) 1 1.9 15 10 15 60 

14 男子 35 歲組 (M35) 1 2.4 16 10 15 60 

15 女子 35 歲組 (W35) 1 2.2 15 10 15 60 

16 男子 40 歲組 (M40) 1 2.4 16 10 15 60 

17 女子 40 歲組 (W40) 1 2.2 15 10 15 60 

18 男子 45 歲組 (M45) 4 2.4 16 10 15 60 

19 男子 50 歲組 (M50) 1 2.4 16 10 15 60 

20 女子 55 歲組 (W55) 1 2.2 15 10 15 60 

21 女子 60 歲組 (W60) 1 2.2 15 10 15 60 

22 
雙人組 

成人一位與 8 歲(含)

以下小朋友 
(FA) 6 2.0 16 10 15 60 

23 
家庭組 

成人與兩位12歲(含)

以下小朋友 
(FG) 12 2.0 16 10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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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排名積分計算方式： 

選手積分 = (該組第一名秒數/該選手秒數 ) x 1000 

其餘名次以第一名時間為分母，分子為各選手成績時間 

二、出發方式：  

(一)參賽選手依個別出發時間逕行前往出發區準備，依出發時間進入-3 分鐘區進行檢

錄，在-2 分鐘區備有提示卡供選手領取，在-1 分鐘區拿取各自賽圖(可確認地圖

組別，不可閱讀地圖)，等待發令器聲響後，直接出發(不需感應出發(STA))，出發

時間以出發序時間為主。 

(二)離開出發區後，請依循引導線通過起點定向旗後，獨自導航完成比賽。 

請參賽選手於 14:20 前進入隔離區，並依出發序所指定的賽道，在個人出

發時間前十分鐘抵達出發區準備，並按時進入出發區，如未按時進入出發區，

須向出發區裁判報到，並重新安排出發順序，唯賽事時間計算仍以原出發序

時間計算，耽誤的時間須由選手自行承擔。選手個人出發時間，請見出發序。 

(三)出發方式採統一賽道，方式如下圖： 

 

 

 

 

 

 

 

 

 

 

 

(四)若選手超過排定時間 10 分鐘以上，即不安排出發，判定 DNS。 

(五)車輛與行人：賽區為開放空間，主要道路(柏油路面)上會有車輛通行，人行道

上也有行人步行，請選手通過時，特別注意車輛與行人，如發生碰撞，選手

須負起最大責任。 

(六)飲水站：賽事中心備有飲用水。 

(七)成績處理系統：採用 SI 電子計時系統。 

(八)報到時，以個人為單位進行報到，並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 

(九)比賽時，號碼布以別針別於身體正面。 

(十)建議選手穿著有適度保護腿部的長褲與護脛，並穿著抓地性良好的越野鞋，

禁止穿著金屬釘鞋參賽。 

入口(唱名) 
  

檢錄一 -3 分鐘 
 

 
提示卡 

檢錄二 

 
-2 分鐘 

檢錄三 
地圖   

-1 分鐘   

 前往起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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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程注意事項： 

部分組別會出現『重複打檢查點的賽程』，選手依造檢查點順序進行，
每一個檢查點都需要做打卡動作，賽程範例如下： 

 

 

 

 

 

拾、競賽規定： 

一、 各組之參賽選手請攜帶身份證明，以備查詢。 

二、 各組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三、 選手如有不合規定出場比賽，經舉發查實，即取消該選手比賽之權利，該選手

成績不予計算。 

四、 未經報名之選手不得出場比賽。 

五、 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大會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六、 凡比賽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其判決即為終決。 

七、 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選手不得異議。 

八、 非比賽之選手，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選手到選手休息區觀看比

賽，不得藉故停留場內。 

九、 參加競賽之選手須著運動服裝與賽，任何類型的鞋子都可以穿著，但禁止穿釘鞋。 

十、 參加競賽之選手必須保證身體健康，可參加劇烈運動比賽者。 

十一、 比賽期間如遇有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比

賽，並由紀律委員會處理。 

十二、 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十三、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則取消該選手所獲得之成績(名次) 並繳回所頒之獎項。 

十四、 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則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十五、 所有選手自報到起至大會閉幕止，全程均得參加意外責任保險，不得藉故拒

保，以為選手安全，費用統由大會籌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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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一般事項規定： 

一、 選手之一切費用須自理。 

二、 賽事中心設有行李寄存服務，惟請勿存放貴重物品，如有物件遺失，本會

恕不負責。 

三、 會負擔所有選手自完成報到手續至活動結束期間新臺幣 300 萬元之公共意

外責任險，保險內容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二) 每一個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 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 萬元。 

四、 大會擁有本次活動之一切新聞媒體運作、轉播、錄製、販售等之聲音、影

像之權利，他人不得異議。 

拾貳、獎勵：各組競賽前三名，頒贈獎牌，前六名頒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家庭組前三名每組獎牌 2 面及獎狀依人數頒給、四到六名獎狀依人數頒給。 

*獲獎者請於頒獎現場領取獎狀等相關物品,如個人因素無法現場領取或代領

者需自行支付衍生之相關郵資及行政處理費每份 50 元。 

拾參、申訴管道與辦法： 

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大會裁定之。若有申訴則須繳交書面報告

及新台幣 6,000 元之保證金，向大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會進行審判。申

訴成立退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

不得再提異議。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於成績公佈 20 分鐘後則

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 

拾肆、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一、 DQ：失去排名資格。 

(一) 選手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大會判定，即以 DQ 論。如辱罵裁判、賽事工

作人員，或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手；或頂替他人出賽等。 

(二) 選手犯規。如穿越禁制區；告知或導引其他選手找尋檢查點。經裁判逕行舉

發或其他教練與選手舉證， 最終由大會判定，即以 DQ 論。 

(三) 選手超出比賽限制時間(OT)，成績組即判定 DQ，不得提出任何投訴。 

(四) 順點賽中，選手未按地圖指示依賽程順序到訪各檢查點，及未正確使用 Sport 

Ident 電子計時系統之電子記錄指卡完成到訪記錄，或遺漏記錄賽程任一檢查

點及電子指卡內記錄檢查點的順序錯誤者，經成績組判定，即以 DQ 論，不

得提出任何投訴。 

(五) 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或教練口頭告知大會，由大

會處理，大會將口頭回覆處置方式。若不服處置方式，可書面提出抗議。抗

議書向賽事中心索取。 

二、 DNS：未出發。選手已經完成報到之手續，但因個人之因素，如身體突然不適

等，而未出場比賽，即以 DNS 論。 

三、 DNF：未完成。選手已經出發進行比賽，但因個人之因素，如比賽中受傷等，

而未完成比賽，直接前往成績組報到者，即為 D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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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氣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掌握最新資訊: 

https://www.cwb.gov.tw/V7/forecast/ 
比賽期間，如遇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但有雷擊之可能與暴雨之發生，

比賽將由大會決定是否暫停或者延期舉行。 

拾陸、性騷擾申訴管道：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對他人性騷擾者，若觸犯刑法，將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會於獲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將協助被害人處理相關事宜。 

本會服務電話:(02)8771-1444 或電子信箱 orienteeringtw@yahoo.com.tw。 

或您可撥打 113 保護專線尋求協助，或撥打 110 向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報案。 

 

 

 

 

 

 

 

 

拾柒、其他事項：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面對性騷擾，人人都說不 
No Sexual Harassment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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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各組出發時間表 

女子 12 歲組(W12)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桂林國小 謝沛彣 801 7078701 14:31:00 

集美國小 鍾舒宇 802 7078702 14:32:00 

女子 16 歲組(W16)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東大附中 蔡以樂 803 7078703 14:34:00 

女子 18 歲組(W18)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屏縣恆春工商 巫宜蓁 804 7078704 14:35:00 

竹北高中 林玟伶 805 7078705 14:36:00 

屏縣恆春工商 王淑意 806 7078706 14:37:00 

  羅欣怡 807 7078607 14:38:00 

照海華德福 謝品安 808 7078608 14:39:00 

屏縣恆春工商 張雨婕 809 7078609 14:40:00 

女子 35 歲組(W35)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HRM 連辰禕 810 7078610 14:30:00 

女子 40 歲組(W4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Kuo 郭小蘋 811 7078611 14:31:00 

女子 55 歲組(W55)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熊孩子 郭佳瓚 812 7078612 14:32:00 

女子 60 歲組(W6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阡阡 鄭秀靜 813 7078613 1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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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公開組(W21)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熊孩子 陳季君 814 7078614 14:30:00 

HRM 李若甄 815 7078615 14:31:00 

猴子向前跑 陳育婷 816 7078616 14:32:00 

熊孩子 吳怡諄 817 7078617 14:33:00 

屏縣恆春工商 李瑋微 818 7078618 14:34:00 

國立東華大學 劉妤婕  819 7078619 14:35:00 

熊孩子 王詩涵 820 7078620 14:36:00 

國立東華大學 黃征寧 821 7078621 14:37:00 

超越定向越野俱樂部 郭昱廷 822 7078622 14:38:00 

女子菁英組(WE)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國立東華大學 許恩綺 823 7078623 14:34:00 

阡阡 陳閔亭 824 7078624 14:35:00 

定向小夫妻 吳思穎 825 7078625 14:36:00 

國立東華大學 楊少彤 826 7078626 14:37:00 

國立台灣大學 林冠妤 827 7078627 14:38:00 

國立中正大學 江品宣 879 7078679 1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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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10 歲組(M1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鈞為一家 張皓為 828 7078628 14:30:00 

男子 12 歲組(M12)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鈞為一家 張惟鈞 830 7078630 14:34:00 

新竹縣東興國小 陳威綦 831 7078631 14:35:00 

男子 14 歲組 (M14)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新竹縣-二重國中定向社 許育誠 829 7078629 14:33:00 

新竹縣二重國中 蕭立捷 832 7078632 14:36:00 

歐北蛇 黃楷睿 833 7078633 14:37:00 

男子 16 歲組(M16)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超越定向 梁正宜 834 7078634 14:38:00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張紹祺 835 7078635 14:39:00 

台南私立瀛海中學 李家豪 836 7078636 14:40:00 

男子 18 歲組(M18)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新竹縣東興國中 陳頎勳 837 7078637 14:30:00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許恆瑋 838 7078638 14:31:00 

屏縣恆春工商 尤登圳 839 7078639 14:32:00 

陽明高中 王禕 840 7078640 14:33:00 

永春高中 何子宏 841 7078641 14:37:00 

照海華德福 謝品昇 842 7078642 14:38:00 

屏縣恆春工商 尤聖宏 843 7078643 1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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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20 歲組(M2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南投中興高中 李東陽 844 7078644 14:40:00 

男子 35 歲組(M35)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NSTC 張景翔 845 7078645 14:30:00 
     

男子 40 歲組(M4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許永昌 880 7078680 14:36:00 
     

男子 45 歲組(M45)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李家定向 李建興 846 7078646 14:31:00 

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 鍾馨原 847 7078647 14:32:00 

桂林國小 謝建國 848 7078648 14:33:00 

長春國小 林勝焄 849 7078649 14:34:00 

男子 50 歲組(M5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鈞為一家 張耿義 850 7078650 14:35:00 

男子公開組(M21)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熊孩子 邱昱碩 851 7078651 14:30:00 

猴子向前跑 柳旻宏 852 7078652 14:31:00 

熊孩子 王彥淮 854 7078654 14:33:00 

香檳黃 陳煜杰 855 7078655 14:34:00 

大腸麵線 施彥安 856 7078656 14:35:00 

熊孩子 鄧維融 857 7078657 14:36:00 

國立東華大學 張文福 858 7078658 14:37:00 

江忠義 江忠義 859 7078659 14:38:00 

屏東定向 林書鳴 860 7078660 14:39:00 

國立東華大學 陳柏宇 861 7078661 14:40:00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李澤慷 881 7078681 14:41:00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徐群逸 882 7078682 14: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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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菁英組(ME)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無 陳朝揚 862 7078662 14:30:00 

國立東華大學 張哲豪 863 7078663 14:31:00 

熊孩子 黃振彰 864 7078664 14:32:00 

NSTC 王維平 865 7078665 14:33:00 

國立東華大學 蔡尚嘉 866 7078666 14:34:00 

火影叔叔在高雄很熱 陳勇志 867 7078667 14:35:00 

vertex 丸鐵運動 劉承勛 868 7078668 14:36:00 

魔神仔 蔡朋憲 869 7078669 14:37:00 

國立中正大學 廖治翔 877 7078677 14:38:00 

國立中正大學 徐嘉宏 878 7078678 14:39:00 

定向小夫妻 柯廷緯 853 7078653 14:40:00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許偉勝 883 7078683 14:41:00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陳彥龍 884 7078684 14:42:00 

     

家庭組(FG)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尤于岑 劉于溱 劉育岑 劉宸榕 870 7078670 14:30:00 

跑不動了 徐藝芸 徐群貿 徐顧秝 871 7078671 14:31:00 

台南市定向越野協會 李品頤 陳盈如 李建佑 872 7078672 14:32:00 

Lovely Ching 黃歆晴 吳慧君 吳承憲 873 7078673 14:33:00 

     

雙人組(FA)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VS 鄭沅夏 鄭嘉琪 874 7078674 14:34:00 

GS 鄭嗣暟 雷門 875 7078675 14:35:00 

Rody Cheng 黃俊誠 黃巧捷 876 7078676 1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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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選手出發時間表(出發序)。出發序若有更動，以賽事當日現場公告為準。 

出發時間 賽   道 

14:30:00 
ME M21 M10 FG W21 M18 W35 M35 

陳朝揚/862 邱昱碩/851 張皓為/828 尤于岑/870 陳季君/814 陳頎勳/837 連辰禕/810 張景翔/845 

14:31:00 
ME M21 W12 FG W21 M18 W40 M45 

張哲豪/863 柳旻宏/852 謝沛彣/801 跑不動了/871 李若甄/815 許恆瑋/838 郭小蘋/811 李建興/846 

14:32:00 
ME 

 

W12 FG W21 M18 W55 M45 

黃振彰/864  鍾舒宇/802 台南市定向越野協會

/872 
陳育婷/816 尤登圳/839 郭佳瓚/812 鍾馨原/847 

14:33:00 
ME M21 M14 FG W21 M18 W60 M45 

王維平/865 王彥淮/854 許育誠/829 Lovely Ching/873 吳怡諄/817 王禕/840 鄭秀靜/813 謝建國/848 

14:34:00 
ME M21 M12 FA W21 W16 WE M45 

蔡尚嘉/866 陳煜杰/855 張惟鈞/830 VS/874 李瑋微/818 蔡以樂/803 許恩綺/823 林勝焄/849 

14:35:00 
ME M21 M12 FA W21 W18 WE M50 

陳勇志/867 施彥安/856 陳威綦/831 GS/875 劉妤婕/819 巫宜蓁/804 陳閔亭/824 張耿義/850 

14:36:00 
ME M21 M14 FA W21 W18 WE M40 

劉承勛/868 鄧維融/857 蕭立捷/832 Rody Cheng/876 王詩涵/820 林玟伶/805 吳思穎/825 許永昌/880 

14:37:00 
ME M21 M14 M18 W21 W18 WE 

 蔡朋憲/869 張文福/858 黃楷睿/833 何子宏/841 黃征寧/821 王淑意/806 楊少彤/826  

14:38:00 
ME M21 M16 M18 W21 W18 WE 

 廖治翔/877 江忠義/859 梁正宜/834 謝品昇/842 郭昱廷/822 羅欣怡/807 林冠妤/827  

14:39:00 
ME M21 M16 M18  W18 WE  

徐嘉宏/878 林書鳴/860 張紹祺/835 尤聖宏/843  謝品安/808 江品宣/879  

14:40:00 
ME M21 M16 M20  W18   

柯廷緯/853 陳柏宇/861 李家豪/836 李東陽/844  張雨婕/809   

14:41:00 
ME M21 

      許偉勝/883 李澤慷/881       

14:42:00 
ME M21       

陳彥龍/884 徐群逸/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