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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一屆澎湖菊島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一號公告 

壹、 目    的：為擴大推廣定向越野運動之成效，以競賽的方式讓大家一起來切磋定

向越野技術，除有益身心健康，培養定向智能，增強體能外，更期望

為鼓起全民一起來運動的風潮中，提供另一個優質的選項，並配合政

府推展全民運動政策，促進定向越野運動發展，建立競賽制度，並藉

以加強各縣市定向越野技術切磋和互相觀摩，達成提升國內定向越野

運動技術水準之目標。 

貳、 活動特色或亮點：定向越野運動引進臺灣 20 餘年，愈來愈受大眾喜愛，辦理是

項賽事，期能吸引各年齡層民眾參與，讓定向越野運動發光發熱。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伍、 協辦單位：澎湖縣體育會、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町巷運動工作室、老湯運動世界工作室 

陸、 贊助單位：白灣景觀餐廳、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 

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柒、 賽事資訊： 

一、 競賽日期：111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賽事中心：白灣景觀餐廳(澎湖縣湖西鄉 13 鄰 26-9號)  

競賽時間：預計下午 2 點至 4 點，活動流程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二、競賽日期：111年 07 月 24 日(星期日) 

競賽地點：烏崁社區 

賽事中心：烏崁社區-靖海宮前廣場 

競賽時間：預計上午 9 點至 11 點，活動流程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三、競賽地圖資訊： 

(一) 地圖比例尺 1：4000，地圖規範 ISSprOM2019-2 

(二) 地圖尺寸 A4紙張規格。 

捌、 競賽賽程資訊： 

一、 各組賽程資訊：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二、 競賽形式：短距離個人順點賽制，同組間隔出發。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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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檢查點說明表：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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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子打卡系統：本次賽事，使用 SportIdent 電子計時系統；使用 SI-10 指卡，

若有調整，將於最新公告發佈。 

六、 車輛與行人：賽區為開放空間，主要道路上偶有車輛通行，人行道上則有健

行運動的行人與遊客，請選手通過時，特別注意車輛與禮讓行

人，如發生碰撞，選手須負起最大責任。 

七、 飲 水 站：賽區內將不設飲水站，在終點提供參賽選手於賽事中必要的飲水。 

八、 防疫期間，選手依個人報到(取消團體報到)，請全程戴口罩、領取「電子指

卡」並妥善保管；賽後於成績組回收「電子指卡」，遺失者須由參賽單位或個

人照價賠(每支新台幣 3,000元)。 

玖、 賽事流程：將於公告二號說明。 

壹拾、 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至「活動網頁：https://tinyurl.com/2ya3d97j」進行報名， 

(一) 線上服務窗口：lineid：@bys1935b(請加上@)。 

(二) 或以MAIL傳送至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協會信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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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7月13日晚上23：59截止。 

二、賽事代辦費用： 

       ~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即日起至 6月 30日晚上 23：59 前報名者，享有 9 折優惠。 

2. 兩場優惠：選手兩天賽事均報名者，則享有 8 折優惠。 

組  別 日  期 金  額 
早鳥優惠 

即日起至6/30前報名 

個人組 

7/23(六) $ 500元 $ 450 

7/24(日) $ 500元 $ 450 

7/23&7/24 $ 1,000元 $ 800元 

雙人組及

家庭組 

7/23(六) $ 600元 $ 540元 

7/24(日) $ 600元 $ 540元 

7/23&7/24 $ 1,200元 $ 800元 

三、本次比賽統一採取線上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請各組選手提早報名。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如放棄參賽或因故未能參與，欲修改報名資料或辦理退費人士， 

需於111年07月20日(星期三)12:00前來電告知本會，請提供「選手姓名、身分證字

號、戶名、銀行(或郵局)、帳號」寄至信箱orienteeringtw@yahoo.com.tw，所繳款

項扣除行政相關費用200元後退還餘款。逾期不受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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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參與對象：全國各縣市學校代表隊，或一般民眾以個人方式參與。  

https://tinyurl.com/2ya3d9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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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競賽項目組別：共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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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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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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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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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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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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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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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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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人B組(FB) 成人一位與12歲(含)以下小朋友，賽程難度低。 

24 家庭組(FG) 
1-2位成人與兩位12歲(含)以下小朋友，適合全家同樂， 

賽程難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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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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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範圍如附圖

紫紅色區域。 

     (一) 競賽日期： 111 年 07 月 23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二)競賽日期：111年 07 月 24 日(星期日)  競賽地點：烏崁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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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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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取消該組比賽之權利，該選手之

違規組別比賽結果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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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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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伍、 比賽規則：採用國際定向越野總會(IOF)之最新定向越野規則。 

壹拾陸、 注意事項： 

一、每人報名僅限一項目一組別，不得重覆報名。 

二、 請審慎填寫報名資料，若因性別或年齡填寫錯誤導致分組錯誤不計成績者，不得

要求退費。 

三、 凡完成報名手續繳費完成者不得要求更換參賽人名、比賽項目及要求退費。 

四、 手續不全、報名費繳交不足均以未完成報名手續處理。 

五、 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與，一律不退款。 

※未經主辦單位合法同意報名、代跑或轉讓者，如有任何意外發生參賽者應負連

帶保險理賠及法律責任。 

六、 請選手自備飲水。響應環保，請各選手於當日比賽場次結束、離開場地前將週遭

環境整理乾淨，並做好確實分類。 

七、 本會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等，公告、展出、登錄於網站與刊物上，

參賽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宣傳與播放活動。 

八、 如有未盡事宜，將於比賽現場之賽事中心公告。 

壹拾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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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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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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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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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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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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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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壹、 防疫宣導：  

貳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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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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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一屆澎湖菊島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公告二號(賽事資訊) 

壹、依    據：111 年 06 月 14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10021110號 

貳、宗    旨：為擴大推廣定向越野運動之成效，以競賽的方式讓大家一起來切磋

定向越野技術，除有益身心健康，培養定向智能，增強體能外，更

期望為鼓起全民一起來運動的風潮中，提供另一個優質的選項，並

配合政府推展全民運動政策，促進定向越野運動發展，建立競賽制

度，並藉以加強各縣市定向越野技術切磋和互相觀摩，達成提升國

內定向越野運動技術水準之目標。 

參、活動特色或亮點：定向越野運動引進臺灣 20 餘年，愈來愈受大眾喜愛，辦

理是項賽事，期能吸引各年齡層民眾參與，讓定向越野運

動發光發熱。  

肆、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伍、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陸、協辦單位：澎湖縣體育會、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 

町巷運動工作室、老湯運動世界工作室 

柒、贊助單位：澎湖縣白灣景觀餐廳、澎湖縣烏崁社區發展協會、澎湖縣澎南國中、 

原創網路資訊有限公司、森森數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捌、賽事資訊： 

一、競賽日期：111年 07 月 23 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報到地點：白灣景觀餐廳(澎湖縣湖西鄉 13 鄰 26-9 號) 

 

日  期 時  程 流   程 

第一天 
7/23(六) 
林投公園 

13:00-13:30 選手報到、熱身時間 

13:30-13:40 活動開場/競賽規則說明 

14:00 
第一位選手出發 

(同組選手間隔 1 分鐘出發) 

14:00-15:10 競賽時間  賽程時間 60 分鐘 

15:10-15:30 計算成績 

15:30-15:50 成績公告 

16:00 頒獎 (各取前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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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事中心 

★111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六) 

賽事中心：白灣景觀餐廳(澎湖縣湖西鄉 13 鄰 26-9 號) 

 

 

 

 

 

 

 

 

 

 

 

 

1.選手到達賽事中心後，請依據賽事中心張貼的出發時間表，確認組別與姓名

等資料，並排隊領取指卡、號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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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賽時，號碼布以別針別於身體正面；防疫期間於人潮較多之處請全程戴口

罩。 

3.賽事中心顯示之大會時間，是為賽事流程之依據。 

4.請保持園區整潔，必須將個人產生之垃圾自行帶離，做個有公德心的定向人。 

三、報到流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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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受

理報到出賽。 

2.額溫低於 37.5度(含)者，進行手部乾洗手清潔，於簽名報到領取號碼布與指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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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以下事項： 

1.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不得參加活動。 

2.若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

請務必就醫並在家休養，勿勉強外出。 

3.活動需全程請佩戴口罩並配合測量體溫，額溫超過攝氏

37.5度不得入場。 

4.敬請下載「臺灣社交距離 APP」，並保持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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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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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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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範圍如

附圖紫色區域。 

競賽日期： 111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玖、競賽賽制： 

一、比賽形式：順點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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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比賽地圖： 

一、地圖繪製：林冠宇 

二、賽圖為 A4尺寸，林投公園地圖比例尺為 1：4 000，烏崁社區地圖比例尺 1:3000。 

三、地圖規範 ISSprOM2019-2，等高線間隔為 2公尺。 

四、繪圖日期：2022年 7月 

五、賽程設計：林冠宇 

拾壹、賽事團隊： 

一、賽事裁判：沈永賢、陳薇婷、林冠宇、吳槐芬、林祝全、金貴芳、 

林祝如、林倩如、林芸穗、王若瑀、李芯瑜、郭曼雯、 

秦浩青、許偉勝、柳旻宏。 

二、醫護人員：張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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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賽事賽程資訊：111年 07月 23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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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出時間 

(分鐘) 

限制時間 

(分鐘) 

1 男子菁英組 (ME) 9 2.9 19 15 60 

2 女子菁英組 (WE) 11 2.6 20 15 60 

3 男子公開組 (M21) 4 2.9 19 15 60 

4 女子公開組 (W21) 3 2.6 20 15 60 

6 女子 20 歲組 (W20) 1 2.5 17 15 60 

7 男子 18 歲組 (M18) 1 2.5 17 15 60 

9 男子 16 歲組 (M16) 1 2.5 17 15 60 

10 女子 16 歲組 (W16) 4 2.5 17 15 60 

11 男子 14 歲組 (M14) 5 2.2 15 15 60 

12 女子 14 歲組 (W14) 4 2.2 15 15 60 

15 男子 10 歲組 (M10) 2 2.1 17 15 60 

18 女子 35 歲組 (W35) 3 2.5 17 15 60 

19 男子 40 歲組 (M40) 2 2.5 17 15 60 

20 女子 40 歲組 (W40) 1 2.5 17 15 60 

21 
雙人組 

成人一位與 8 歲(含)

以下小朋友 
(FA) 6 2.1 17 15 60 

22 
家庭組 

成人與兩位 12 歲

(含)以下小朋友 
(FG) 23 2.1 17 15 60 



~ 12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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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賽選手於出發前 10 分鐘前進入隔離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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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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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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點及成績處理 

1.成績處理區則設於賽事中心內。 

2.使用 SI 指卡之選手抵達終點時，須在(終點 Finish 感應器)上的感應區感應，而比

賽時間亦在那刻結束，SI指卡隨即會發出聲響及閃燈。 

3.請跟隨指示前往成績下載中心，將 SI指卡的記錄下載後，選手即可領取參考成績

印表。 

4.選手於完成賽事後必須立即親自至成績處理站下載成績，亦不可代表其他選手下

載成績。 

5.大會不會收回已完成賽事選手的地圖，請勿將地圖及賽程透露予未出發之選手，

如有違反，雙方選手將會被取消資格(DISQ)。 

6.所有選手必需於成績中心處理關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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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Q)。 

7.選手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指卡，必須於 關門 前向終點報到，否則當失蹤

論(DISQ)，勞煩大會裁判出動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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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圖例說明： 

o 

裝置藝術 

 
 

X 

遊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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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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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大會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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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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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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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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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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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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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發生選手資格之申訴，當場檢查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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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停止該選手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比賽一年。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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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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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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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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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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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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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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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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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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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下雨，比賽仍照常舉行。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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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可自備換穿衣物至 (園區)

內化妝室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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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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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防疫宣導： 

 

 

 

 

 

 

 

 

 

 

 

 

 

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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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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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選手出發時間表(出發序)。111 年 07 月 23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林投公園 

出發序若有更動，以賽事當日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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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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L 王人頡 801 7078701 14:00:00 

新北市青潭國小 許辰瑞 802 7078702 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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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公國中 李航臣 803 7078703 14:04:00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附設國中部

之歐北蛇小隊 
黃楷睿 804 7078704 14:05:00 

馬公國中 戴睿廷 805 7078705 14:06:00 

東興國小 陳威綦 806 7078706 14:07:00 

政大附中國中部 許柏瑞 807 7078607 1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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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大聯隊 翁柏勳 808 7078608 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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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國中 陳頎勳 809 7078609 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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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衛米線間 呂翊鳴 810 7078610 14:11:00 

新竹定向家族 陳信宏 811 7078611 14: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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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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璽 劉展宏 812 7078612 14:00:00 

定向瘋師耶 黃峻巖 813 7078613 14:01:00 

富邦兄弟 賴嘉宏 814 7078614 14:02:00 

新慶利鐵工廠 許文梧 815 7078615 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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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OC 謝兆則 816 7078616 14:04:00 

Kinmen 楊正宇 817 7078617 14:05:00 

JDL 王彰盟 818 7078618 14:06:00 

彰化定向越野 曹肇珅 819 7078619 14:07:00 

PTOC 姚峻宇 820 7078620 14:08:00 

台中市全民運定向越野代表隊 楊晁青 821 7078621 14:09:00 

彰化定向越野 蔡建霖 822 7078622 14:10:00 

迷走神經 盧申泰 823 7078623 14:11:00 

新慶利鐵工所 許文桐 824 7078624 14:12:00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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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翁采羽 825 7078625 14:00:00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郭語忻 826 7078626 14:01:00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莊宛馨 827 7078627 14:02:00 

Emma 林子芹 828 7078628 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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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大聯隊 洪晴萱 829 7078629 14:00:00 

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學 謝佳珍 830 7078630 14:01:00 

澎湖大聯隊 石晏如 831 7078631 14:02:00 

政大附中國中部 許芯瑗 832 7078632 14:03:00 

     

女子 20歲組(W20)     

隊名/單位名/團體名 參賽者姓名 號碼布 指卡號碼 出發時間 

歐北蛇小隊 黃靖軒 833 7078633 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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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瘋師耶 賴怡妏 834 7078634 14:08:00 

定向瘋師耶 陳怡蓁 835 7078635 14:09:00 

定向瘋師耶 李欣霓 836 7078636 1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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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定向家族 張瑛恬 837 7078637 14:07:00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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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薑餅人 陳梓盈 838 7078638 14:00:00 

定向瘋師耶 張佳祺 839 7078639 14:01:00 

跑跑薑餅人 林家文 840 7078640 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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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菇菇小隊 邱敬婷 841 7078641 14:03:00 

PTOC 蔡婉瑜 842 7078642 14:04:00 

定向瘋師耶 何思瑤 843 7078643 14:05:00 

彰化定向越野 陳秋瑜 844 7078644 14:06:00 

PTOC 秦子捷 845 7078645 14:07:00 

新慶利鐵工所 許凱琳 846 7078646 14:08:00 

彰化定向越野 蔡品珊 847 7078647 14:09:00 

江昇蓉 江昇蓉 848 7078648 14:10:00 

. 王俐晶 849 7078649 14:11:00 

NSTC 吳思穎 850 7078650 14:12:00 

. 王庭瑄 851 7078651 14:13:00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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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協會 
陳星妤 陳冠宇 

陳昱安 陳翊瑄 
861 7078661 14:05:00 

小晴天 
盧俊哲 辛玉婷 

盧予晴 盧予暘 
862 7078662 14:06:00 

童協會 
洪健豪 陳怡蓁 

洪歆甯 洪晟軒 
863 7078663 14:07:00 

岳來岳壯 
趙珮瑄 許彧睿 

趙桂嫻 郭岳澄 
864 7078664 14:08:00 

童協會 
楊承鑫 歐陽儀 

楊朋樺 楊詠碩 
865 7078665 14:09:00 

ZoZo 
許宗傑 趙芷涵 

許宓嫣 
866 7078666 1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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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協會 葉藍靖 葉家豪 867 7078667 14:02:00 

JDL 王又樂 李欣盈 868 7078668 14:03:00 

童協會 蔡宗琳 葉丞真 869 7078669 14:04:00 

     

 

 

 

 

 

 

 



 

 

澎南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