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民來夏綠地定向越野推廣賽 

二號公告 

壹、 依     據：依 111 年 08 月 17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10030186 號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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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也是 2025 年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競賽種類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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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賽事於新北市新地標五股夏綠地公園辦理，並可達

到介紹新場地，讓民眾接近大自然從事健康運動的目的，一舉多得。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新北市政府。 

肆、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伍、 協辦單位：勵豐有限公司、庭聖有限公司、俊曜工程有限公司、 

新航通運有限公司、長好通運有限公司、大昶有限公司、 

楓江通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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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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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競賽資訊： 

一、 競賽日期：111年09月25日(星期日) 

二、 競賽地點：新北市五股夏綠地公園 

三、 賽事中心：新北市五股區夏綠地街28-2號 

(豐田流通-五股所對面廠房-誼山工程) 

四、 報到地點：請參賽選手上午 09 點 00 分至 09 點 30 分完成報到，報到地點位

於賽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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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指卡及大會比賽服裝。 

地圖導航Google 地圖導航 可以定位「豐田流通-五股所」，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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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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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賽事中心與報到處設於【豐田流通-五股所對面廠房-誼山工程】。 

2. 請將車輛於停車場處停妥後，往賽事中心報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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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指卡及大會比賽服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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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報到完畢後，選手必須立即換上比賽服將「號碼布」別於【胸前】直到比

賽結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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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賽結束時，請至賽事中心下載成績，領水補充水分並領取完賽禮。 

6.報到處不受理臨時變更組別或選手名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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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大會有寄物服務，協助選手保管物品。 

9.提醒比賽倘有下雨，請著協會提供之雨衣進行比賽。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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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停車資訊： 

 

G：GOOGLE地圖導航點：豐田流通-五股所 

(請於google地圖搜尋豐田流通-五股所，導航即可到達) 

       P  ：可供停車之處，當日早上請配合工作人員導引。 

橘色方塊：賽事中心，內含廁所、親子更衣室各2間。 

                  ：流動廁所處3各、賽事中心旁6處。 

紅色圓圈：帳棚及補水站          紅色星星：活動場地。 

 



陸、賽區說明： 

★選手禁制區：下圖所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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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及選手如有發現選手違規,請立即拍照或錄影並向賽事中心提出檢舉。 

 

 

 

 

 

 

 

 

 

 

 

 

 

 

 

柒、活動流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9:00-09:30 選手報到 領取指卡、號碼布 

09:30-09:40 開幕 長官、來賓致詞 

09:40-09:50 定向越野賽制說明 積分賽制 

10:00-11:00 定向越野活動進行 限時60分鐘 

11:00-11:30 成績計算及頒獎 
各取前6名，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牌、 

前六名頒發獎狀。 

11:30 摸彩 
主辦單位準備1部腳踏車等獎品 

做為摸彩獎品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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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時00分，選手集體出發，11時00分結束比賽，預計11時30分前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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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競賽分組：(共3組)。 

 

玖、比賽地圖： 

一、地圖繪製：林冠宇 

二、繪圖日期：2022年09月 

三、賽圖為A4尺寸，地圖比例尺為1：4000。 

四、地圖規範ISSprOM2019，等高線間隔為2.5公尺。 

五、賽程設計：Lawrance Lin 

拾、賽事團隊： 

一、 賽事裁判：沈永賢、陳薇婷、鍾馨原、林冠宇、林昭伶、林祝全、 

林祝如、金貴芳、林倩如、吳槐芬、林芸穗、張玉鈴、 

湯頂言、蔣志偉、郭曼雯、王若瑀、許文桐。 

二、 醫護人員：張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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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15/800 15 60 

2 體驗挑戰組(BE) 168 20/1000 15 60 

3 個人組 14 20/1000 15 60 



拾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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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綠地街主要道路左側(柏油路面)上會有車

輛通行，道路右側進行管制，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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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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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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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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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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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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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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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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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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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柒、氣候：請參考中央氣象局掌握最新資訊     

                               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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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將提供雨衣進行比賽) 

 

  



拾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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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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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選手名單: 
              親子組(FA)         

隊名 選手 1 選手 2 號碼布 指卡編號 

跑跑 林ｏ臻 林ｏ妡 621 7206626 

跳跳 林ｏ昌 林ｏ彤 622 7206627 

Maserati 廖ｏ鈞 廖ｏ緯 623 7206628 

桃園國小 王ｏ婷 王ｏ仁 624 7206629 

桃園國小 王ｏ晴 朱ｏ青 625 7206630 

Porsche 廖ｏ琳 廖ｏ呈 626 7206631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Tshi Kunik 鄭ｏ倢 627 7206632 

馬拉玩定向 陳ｏ未 陳ｏ元 628 7206633 

馬拉玩定向 劉ｏ蕙 陳ｏ生 629 7206634 

啾比也來了 李ｏ芳 梁ｏ棠 630 7206635 

我愛許銘志 葉ｏ菡 許ｏ語 631 7206636 

沐啾比 李ｏ芸 梁ｏ悅 632 7206637 

魔神仔定向越野俱樂部 許ｏ梧 許ｏ瑞 633 7206638 

銨銨闖天涯 郭ｏ靖 宋ｏ銨 634 7206639 

貓咪喵喵喵 蔡ｏ君 蘇ｏ采 635 7206640 

秋田犬隊 蘇ｏ諺 蘇ｏ然 636 7206641 

水嫩嫩 鄭ｏ源 鄭ｏ栩 637 7206642 

惠喬之人 謝ｏ惠 鄭ｏ喬 638 7206643 

陳氏父子 陳ｏ欽 陳ｏ岳 639 7206644 

昕甜心 呂ｏ英 呂ｏ禹 640 7206645 

巽寶貝 曾ｏ婷 呂ｏ巽 641 7206646 

透抽家族 翁ｏ豪 翁ｏ靜 642 7206647 

肉腿 陳ｏ溱 黃ｏ伶 643 7206648 

微笑 319 黃ｏ祥 陳ｏ臻 644 7206649 

微笑 319 王ｏ龍 王ｏ丞 645 7206650 

新竹定向家族 陳ｏ宏 陳ｏ綦 646 7206651 

長春國小 林ｏ彤 林ｏ焄 647 7206652 

慧燈中學 林ｏ傑 林ｏ安 648 7206653 

黃家帥哥 黃ｏ辰 黃ｏ軒 649 7206654 

黃家美女 陳ｏ君 黃ｏ妡 650 7206655 

樂活小隊 江ｏ菁 江ｏ儀 651 7206656 

凱撒隊 黃ｏ傑 黃ｏ恩 652 7206657 

皮卡丘隊 李ｏ 黃ｏ齊 653 7206658 

小樹與小龍 林ｏ徽 潘ｏ毅 654 7206659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陳ｏ春 許ｏ玲 655 7206660 

彎豆居小隊 曾ｏ喬 曾ｏ聖 656 7206661 

彎豆居小隊 張ｏ鈺 曾ｏ寧 657 7206662 
  



體驗挑戰組(BE)         

隊名 選手 1 選手 2 號碼布 指卡編號 

  周ｏ祖 鄭ｏ仁 661 7206666 

豪豪隊 吳ｏ琳  邱ｏ豪 662 7206667 

  彭ｏ熹 彭ｏ真 663 7206668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張ｏ旺 楊ｏ英 664 7206669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李ｏ秋 惠ｏ文 665 7206670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鄭ｏ銘 陳ｏ雲 666 7206671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洪ｏ卿 李ｏ蘭 667 7206672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張ｏ樹 翁ｏ惠 668 7206673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陳ｏ全 葉ｏ娥 669 7206674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陳ｏ繐 林ｏ儒 670 7206675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黃ｏ蘭  劉ｏ枝 671 7206676 

台北市(台灣)老年健康慈善協會 吳ｏ玲 陳ｏ玲 672 7206677 

香港 李ｏ威 梁ｏ雯 673 7206678 

黑豆隊 詹ｏ清 翁ｏ潔 674 7206679 

JDL 王ｏ樂 李ｏ盈 675 7206680 

JDL 王ｏ頡 王ｏ盟 676 7206681 

桃園國小 王ｏ雯 許ｏ俞 677 7206682 

絕地重生 于ｏ君 鄭ｏ勤 678 7206683 

有夠會 陳ｏ佑 楊ｏ豪 679 7206684 

歐北蛇 黃ｏ軒 黃ｏ睿 680 7206685 

歐北蛇 高ｏ雯 黃ｏ謙 681 7206686 

托托拉拉 謝ｏ晏 鄭ｏ文 682 7206687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王ｏ瑄 王ｏ晶 683 7206688 

濱江國小 陳ｏ廷 陳ｏ運 684 7206689 

蘭雅國中 陳ｏ伶 張ｏ芬 685 7206690 

Tony77 奔跑去 洪ｏ翔 廖ｏ琪 686 7206691 

灣麗 石ｏ圖 林ｏ玲 687 7206692 

完了巴 BQ 了 陳ｏ芳 黃ｏ恩 688 7206693 

野豬騎士來囉 曹ｏ朋 廖ｏ琇 689 7206694 

布可獅意 陳ｏ彬 彭ｏ佩 690 7206695 

只想耍廢 徐ｏ傑 陳ｏ伶 691 7206696 

蒸的丸盪了 江ｏ燕 謝ｏ叡 692 7206697 

Just Walking 李ｏ嫻 黃ｏ婷 693 7206698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許ｏ昌 劉ｏ翰 694 7206699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吳ｏ倫 莊ｏ玲 695 7206700 

新店四千金滷味 許ｏ瑞 許ｏ琳 696 7206701 

集美國小 鍾ｏ宇 鍾ｏ原 697 7206702 

金陵女中 鍾ｏ閔 陳ｏ玲 698 7206703 

來 RUN 張ｏ 柯ｏ龍 699 7206704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吳ｏ倫 葉ｏ瑩 700 7206705 

吳家家酒 吳ｏ翔 吳ｏ安 701 7206706 

小薑愛喫魚 董ｏ 董ｏ 702 7206707 



玩 侯ｏ伶 鄭ｏ晃 703 7206708 

來去一陣風 張ｏ芬 曾ｏ卿 704 7206709 

第一次 張ｏ慶 許ｏ雲 705 7206710 

JZ 林ｏ韻 陳ｏ言 706 7206711 

神隊友 陳ｏ臻 林ｏ瑩 707 7206712 

神隊友 翁ｏ蓮 謝ｏ錩 708 7206713 

神隊友 張ｏ云 趙ｏ含 709 7206714 

微笑 319 黃ｏ慈 簡ｏ女 710 7206715 

步兵營達克萊 姜ｏ瀚 姜ｏ辰 711 7206716 

步兵營達克萊 李ｏ浩 林ｏ葳 712 7206717 

步兵營達克萊 邱ｏ澔 林ｏ璟 713 7206718 

步兵營達克萊 吳ｏ廷 王ｏ傑 714 7206719 

陽明高中 王ｏ 王ｏ民 715 7206720 

步兵營達克萊 黃ｏ銘 張ｏ鐳 716 7206721 

透抽家族 簡ｏ廷 何ｏ諺 717 7206722 

副總瘦到飛起來團 張ｏ如 陳ｏ君 718 7206723 

火山地震 簡ｏ峻 吳ｏ震 719 7206724 

新竹定向家族 張ｏ恬 陳ｏ勳 720 7206725 

好棒棒 林ｏ賢 林ｏ叡 721 7001510 

艾麋鹿 林ｏ璁 林ｏ伃 722 7001511 

艾麋鹿 陳ｏ玲 林ｏ毅 723 7001512 

小魯班 黃ｏ鈞 黃ｏ甯 724 7001513 

Rundevil 王ｏ嘉 張ｏ鈜 725 7001514 

YandB 吳ｏ稜 呂ｏ宇 726 7001515 

黃金玉米 李ｏ霓 李ｏ蓁 727 7001516 

溪崑國中 林ｏ豫 郭ｏ倫 728 7001517 

貘許露小小 許ｏ諭 許ｏ訢 729 7001518 

貘許露大大 許ｏ哲 李ｏ娟 730 7001519 

QQ 蛋 顏ｏ勛 吳ｏ慈 731 7001520 

Smile 林ｏ君 簡ｏ鈞 732 7001521 

愛台灣 秦ｏ翔 粘ｏ榕 733 7001522 

愛台灣定向越野俱樂部 林ｏ斌 廖ｏ翔 734 7001523 

陽光宅男 陳ｏ豪 曾ｏ樺 735 7001524 

大黑豬 施ｏ云 張ｏ慈 736 7001525 

YOYO 陳ｏ鈞 陳ｏ佑 737 7001526 

江江小隊 江ｏ隆 江ｏ翰 738 7001527 

靜君隊 林ｏ靜 紀ｏ君 739 7001528 

八腳遛山豬 施ｏ心 陳ｏ倫 740 7001529 

Jenny740 紀ｏ寧 林ｏ珍 741 7001530 

張秀滿 張ｏ亞 張ｏ滿 742 7001531 

胡亂跑跑者 莊ｏ儒 吳ｏ諺 743 7001532 

庭聖隊 王ｏ弘 王ｏ皓 744 7001533 
 



                     個人組       

選手姓名 號碼布 指卡編號 

邱ｏ斌 601 7206606 

黃ｏ峰 602 7206607 

李ｏ仁 603 7206608 

黃ｏ文 604 7206609 

許ｏ志 605 7206610 

林ｏ銘 606 7206611 

潘ｏ豪 607 7206612 

陳ｏ華 608 7206613 

陳ｏ謙 609 7206614 

鄭ｏ允 610 7206615 

蔡ｏ坤 611 7206616 

吳宗龍 612 7206617 

劉ｏ齊 613 7206618 

游ｏ鈴 614 7206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