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民來挑戰定向越野積分賽 

二號公告 

壹、 依    據：依 111 年 10 月 03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10035413 號函辦理。 

貳、 目    的：「定向越野」是 2009 高雄世界運動會(World Games)與臺北

聽障奧運會(Summer Deaflympics)的主要競賽項目，是一項

風靡世界的時尚運動。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為了推廣定向

越野運動，使其能夠成為全民運動，積極舉辦定向越野活動

與賽事，累積國人對「定向越野」的認識，培養民眾之地理

定向智慧，使成為具有全方位國際觀的地球人。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南投縣體育會定向越野委員會、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町巷運動工作室、老湯運動世界工作室 

肆、 贊助單位：原創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伍、 競賽資訊： 

一、 競賽日期：111年11月19日（星期六） 

二、 競賽地點：南投縣立體育場(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一路300號) 

三、 賽事中心：南投縣立體育場看台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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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地點位於『南投縣立體育場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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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導航 Google 地圖導航 可以定位『南投縣立體育場』，即可抵達。 

 

◪電子指卡穿戴方式：https://reurl.cc/AK7W68 

報到時，領取號碼布與電子指卡。領取人，須對指卡之歸還負責。 

如有遺失SI指卡，每只須賠償新台幣3,000元。 

  



(一)賽事中心位置於南投縣立體育場看台下方 

 

 

            *從此入口進 

 

1. 賽事中心位置於【南投縣立體育場看台下方】。 

2. 請將車輛於停車場處停妥後，往賽事中心報到。 

3. 選手到達賽事中心後，請依據賽事中心張貼的活動流程，確認組別與

姓名等資料，並排隊領取選手號碼布、SI 電子指卡。領取指卡、號碼布

後，請立即核對是否為自己的指卡編號與號碼布。 

4. 報到完畢後，選手可換上比賽服將「號碼布」別於【胸前】直到比賽結束。 

5. 比賽時，號碼布以別針別於身體正面；防疫期間比賽依相關防疫規定

辦理，若有需要，請佩戴口罩。 

6. 比賽結束時，請至賽事中心結算成績，領水補充水分並領取完賽證明。 

7. 報到處不受理臨時變更組別或選手名單。 

8. 賽事中心將顯示大會時間。選手請以大會時間為賽事流程之依據。 

9. 大會有寄物服務，協助選手保管物品。 

10. 提醒比賽倘有下雨，協會將提供雨衣進行比賽。 

11. 請保持園區整潔，請將產生之垃圾自行帶離，做個有公德心的定向人。 



(二)交通資訊：衛星導航座標：E：120°40' 53.6" / N：23°54'17.1" 

【開車】  

1.行經國道：可於國道 3號 228K南投.中寮交流道下(為新設交流道)→福崗路一段

→左轉南崗二路直走至南崗一路於左側即可看到南投體育場。  

2.行經台 63 號中投快速道路：下中投走到路底左轉台 14 乙線碧興路一段→

右轉上橋台 3 省道→下橋後繼續直走南崗三路，

至南崗一路於左側即可看到南投體育場。 

【大眾交通工具 】 

●國光客運南投車站 地址：南投市三和三路 21 號    電話：049-2222639  

●彰化汽車客運南投站 地址：南投市三和三路 100 號 電話：049-2222061  

●總達客運南投站 地址：南投市三和三路 17 號      電話：049-2209207 

陸、 活動流程： 

 

  

時間 內  容  備  註  

13:00-13:30 選手報到 
領取指卡/號碼布 

與熱身時間 

13:30-13:40 重要賽事訊息宣布 活動開場 

14:00-14:40 選手出發賽事進行 集體同時出發 

14:40-15:00 成績計算  

15:00-15:20 成績公告  

15:20-15:40 頒獎 每組頒發前六名  



柒、 競賽賽制： 

一、 競賽形式：積分賽 (統一鳴笛集體出發)。 

二、 競賽時間：14時00分，選手集體出發，14時40分結束比賽，預計15時20分前頒獎。 

三、 競賽限制時間(over time)：40分鐘，超過比賽限制時間者不予以排名。 

四、 競賽分組：(共2組)。 

捌、 比賽地圖： 

一、 地圖繪製：林冠宇 

二、 繪圖日期：2020 年 08 月 

三、 修圖日期：2022 年 11 月 

四、 賽圖為 A4 尺寸，地圖比例尺為 1：2000。 

五、 地圖規範 ISSprOM2019-2，等高線間隔為 2 公尺。 

六、 賽程設計：Lawrance Lin 

玖、 賽事團隊： 

一、 賽事裁判：沈永賢、陳薇婷、林冠宇、呂祐玫、湯頂言、張玉鈴、

王若瑀、鍾馨原、林昭伶、林祝全、林祝如、金貴芳、

林倩如、林芸穗。 

二、 醫護人員：張淑智。 

壹拾、 賽程資訊： 

一、 出發方式：所有選手集體出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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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成績處理系統：採用 SI 電子計時系統。 

項次 組   別 
報名 

人數 
檢查點數量(個)/滿分 

勝出時間 

(分鐘) 

限制時間 

(分鐘) 

1 親子組(FA)  32 15/700 10 40 

2 體驗組(BE) 54 15/700 10 40 



壹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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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貳、 一般事項規定： 

一、選手之一切費用須自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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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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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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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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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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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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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陸、 氣    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掌握最新資訊     

                     https://www.cwb.gov.tw/V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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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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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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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名單 

體驗組(BE) 

隊名 姓名 1 姓名 2 號碼布 指卡號碼 

集美國小 鍾舒宇 鍾舒閔 701 7206706 

金陵女中 鍾舒閔 鍾舒宇 701 7206706 

透抽小隊 詹慧清 翁與潔 702 7206707 

透抽小隊 翁與潔 詹慧清 702 7206707 

歐北蛇 黃靖軒 黃楷睿 703 7206708 

歐北蛇 黃楷睿 黃靖軒 703 7206708 

高雄市中正國中 何秉鴻 何沛潔 704 7206709 

高雄市西正國小 何沛潔 何秉鴻 704 7206709 

高雄中正 陳怡靜 何柏勳 705 7206710 

高雄中正 何柏勳 陳怡靜 705 7206710 

隨便跑跑 朱凱隆 王萓婕 706 7206711 

隨便跑一跑 王萓婕 朱凱隆 706 7206711 

爽文國中 賴秋燕 陳宥勛 707 7206712 

爽文國中 陳宥勛 賴秋燕 707 7206712 

渡邊農園 梁煌義 吳宜珍 708 7206713 

渡邊農園 吳宜珍 梁煌義 708 7206713 

長腿的 蔡尚恩 蔡岳庭 709 7206714 

長腿的 蔡岳庭 蔡尚恩 709 7206714 



隊名 姓名 1 姓名 2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彰化組一隊 游智祥 劉嘉文 710 7206715 

彰化組一隊 劉嘉文 游智祥 710 7206715 

隨便亂跑隊 江亭儀 江彥徵 711 7206716 

隨便亂跑隊 江彥徵 江亭儀 711 7206716 

太學堂 洪文傑 陳雨詠 712 7206717 

太學堂 陳雨詠 洪文傑 712 7206717 

東海大學 洪小蕎 洪誠志 713 7206718 

大墩國中 洪誠志 洪小蕎 713 7206718 

反應過激的隊伍 李政賢 陳慧真 714 7206719 

反應過激的隊伍 陳慧真 李政賢 714 7206719 

雷印快閃隊 楊添印 楊家稜 715 7206720 

雷印快閃隊 楊家稜 楊添印 715 7206720 

阿禮家族 陳莛富 陳松禮 716 7206721 

阿禮家族 陳松禮 陳莛富 716 7206721 

國立體育大學 陳彥文 陳郁阡 717 7206722 

國立清華大學 陳郁阡 陳彥文 717 7206722 

彰化組一隊 黃品昊 黃建霖 718 7206723 

彰化組一隊 黃建霖 黃品昊 718 7206723 

我要吃 張哲銘 曾宏善 719 7206724 

我要吃 曾宏善 張哲銘 719 7206724 



隊名 姓名 1 姓名 2 號碼布 指卡號碼 

烏白走 王綉娟 傅克本 720 7206725 

烏白走 傅克本 王綉娟 720 7206725 

冰滴山茶花 莫傅誠 陳姵双 721 7001510 

冰滴山茶花 陳姵双 莫傅誠 721 7001510 

小野狼 55 號 楊惟茵 鄭聰朗 722 7001511 

小野狼 55 號 鄭聰朗 楊惟茵 722 7001511 

小白兔 55 號 鄭竣元 鄭泳馨 723 7001512 

小白兔 55 號 鄭泳馨 鄭竣元 723 700151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陳珮宜 謝文邁 724 7001513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謝文邁 陳珮宜 724 7001513 

Run 4 Fun 吳宗遠 楊于賢 725 7001514 

Run 4 Fun 楊于賢 吳宗遠 725 7001514 

Show 張秀亞 張秀滿 726 7001515 

Show 張秀滿 張秀亞 726 7001515 

VIP 劉凱茹  727 7001516 

 

  



親子組(FA) 

隊名 姓名 1 姓名 2 號碼布 指卡號碼 

透抽小隊 翁世豪 翁惟靜 801 7078701 

透抽小隊 翁惟靜 翁世豪 801 7078701 

硯墨越野 李建鋒 李耕硯 802 7078702 

硯墨越野 李耕硯 李建鋒 802 7078702 

LCH 黎育安 張沛渝 803 7078703 

LCH 張沛渝 黎育安 803 7078703 

LCH 黎世弘 徐彩婕 804 7078704 

LCH 徐彩婕 黎世弘 804 7078704 

歡樂隊 易怡欣 宋尚恩 805 7078705 

歡樂隊 宋尚恩 易怡欣 805 7078705 

抓抓隊 周宏欣 周子桓 806 7078706 

抓抓隊 周子桓 周宏欣 806 7078706 

塗城國小 陳勇志 陳亭如 807 7078607 

塗城國小 陳亭如 陳勇志 807 7078607 

飛毛腿 康華倩 蔡鎔安 808 7078608 

飛毛腿 蔡鎔安 康華倩 808 7078608 

  



隊名 姓名 1 姓名 2 號碼布 指卡號碼 

Run Run Run 陳思穎 潘亭羽 809 7078609 

Run Run Run 潘亭羽 陳思穎 809 7078609 

老王家 王祥俊 王辰宇 810 7078610 

老王家 王辰宇 王祥俊 810 7078610 

老王家 曾奕華 王芃凱 811 7078611 

老王家 王芃凱 曾奕華 811 7078611 

水果隊 蔡益任 蔡閔亘 812 7078612 

水果隊 蔡閔亘 蔡益任 812 7078612 

牛奶隊 洪嘉伶 蔡佩潔 813 7078613 

牛奶隊 蔡佩潔 洪嘉伶 813 7078613 

阮棠隊 朱翠涓 阮棠微 814 7078614 

棠果棒媽咪隊 阮棠微 朱翠涓 814 7078614 

棠果棒爸爸隊 阮仲楷 阮薷陞 815 7078615 

棠果棒爸爸隊 阮薷陞 阮仲楷 815 7078615 

均頭國小 陳宥婷 謝允興 816 7078616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謝允興 陳宥婷 816 7078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