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臺北市青年盃定向越野錦標賽 

二號公告 
壹、宗    旨： 

一、目的：為擴大推廣定向越野運動之成效，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以競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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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本市發展定向越野運

動，建立競賽制度，並藉以加強各縣市球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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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各縣市發展定向越野

運動之球伍參賽，期使本市成為臺灣定向越野運動發展之重鎮。提倡

本市定向越野運動，培養優秀人才，推基層定向越野運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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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定向越野運動也能在本市

發光發熱。 

貳、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參、主辦單位：臺北市定向越野協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濱江國小、朱崙定向越野俱樂部、町巷運動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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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110 年 4月 3日(星期六) 

二、競賽地點：臺北市中山區美堤河濱公園 

賽事中心：臺北市濱江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6 巷 99號)。 

三、報到時間：上午 10點 00分至 10 點 30分止 

四、報到地點：請參賽選手上午 10點 00 分至 10點 30分完成報到，賽事中心位於「一

樓學務處門口」，領取選手號碼布、SI電子指卡。 

本次賽事出發區距離報到處須步行約 10分鐘，請參賽選手切勿延遲報到。 

(一) 交通資訊： 

http://www.bjes.tp.edu.tw/xoops/modules/tinyd/index.php?id=9#A 

 

 

 

 

 

 

 

 

 

http://www.bjes.tp.edu.tw/xoops/modules/tinyd/index.php?id=9#A


捷  運：  

1 .捷運文湖線 ─西湖站：沿基湖路經過堤頂大道後，第 3 個巷口右轉後直走，步行

約 13 分鐘。   

【捷運西湖站 -濱江國小】步行路線圖  路程約 950 公尺，步行約 13 分鐘  

 

 

 

 

 

 

 

 

 

 

 

 

 

2 .捷運文湖線 ─劍南路站：沿植福路直走到底，步行約 15~20 分鐘。   

【捷運劍南路站 -濱江國小】步行路線圖  路程約 1.2 公里，步行約 15 分鐘  

 

 

 

 

 

 

 

 

 

 

 

 

 

 

3 .捷運淡水線：可於圓山站或劍潭站轉公車，在下列公車站下車。  



4.公  車：  

(1)濱江國中：紅 3、紅 3 區、 677、 645、 268、藍 26、棕 20、綠 16，步行             

約 5 分鐘。  

(2)大直美堤花園二： 208、 208(直 )、 268、 33、 72、 72(直 )，步行約 10 分鐘。  

(3)堤頂大道口： 21，步行約 7 分鐘。  

開  車： http://www.bjes .tp.edu.tw/images/fromSouth.htm  

【自行開車由北南下路線圖】  

 

 

 

 

 

 

 

【自行開車由南北上路線圖】  

簡圖  (南下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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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事中心： 學務處門口 

 

 

 

 

 

 

 

 

 

 

 

1.賽事中心與報到處設於一樓學務處門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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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報到處不受理臨時變更組別或選手名單。 

4.選手領取指卡時，多人組的組別(如雙人或三人的親子組)，只有一個指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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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賽事中心旁廁所可使用。 

7.賽事中心不提供行李存放服務，選手之個人物品須自行保管與處理。如有任

何遺失，賽事中心概不負責。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比賽會場。 

8.請保持校園整潔，必須將個人產生之垃圾自行帶離，做個有公德心的定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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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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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賽區說明： 

(一)賽區簡介參考網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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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賽區域說明： 

1.位於基隆河大直橋至中山高速公路間，面積約 456,163 平方公尺，公園是基隆河

截彎取直、闢建之後規劃的。 

2.公園裡提供完備的運動設施：網球場、羽球場、排球場、籃球場、直排輪練習場…

等，提供給附近居民運動休閒的功能。 

3.賽區屬為開放空間，園區主要道路偶有腳踏車與園區公務車輛通行，人行步道上

也經常有遊客健走，請選手在賽場運動中，特別注意車輛與遊客行人，如發生碰

撞，選手須負起最大責任，禁止穿著金屬釘鞋參賽。 



伍、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0:00-10:30 報到 領取指卡、號碼布 

11:00 順點賽第一位選手出發 (每批選手間隔1分鐘) 

11:00-12：00 比賽時間  

12:00-12:20 成績計算  

12:20-12:40 大合照 
全體參賽教練/選手 

大合照 

12:40 頒獎  

陸、競賽賽制： 

一、比賽形式：順點賽 (同一組選手間隔 1分鐘) 

二、比賽時間：11時 00分，選手開始出發，12時 00分結束比賽，預計 12時 40分頒獎。 

三、比賽限制時間(over time)：限時 40分鐘，逾時將不予排名。。 

柒、比賽地圖： 

一、地圖繪製：林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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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五、賽程設計：林冠宇 

捌、賽事團隊： 

一、賽事裁判：  

 

二、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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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女子菁英組 （WE） 0      

3 男子公開組 （M21） 5      

4 女子公開組 （W21） 1      

5 男子 20 歲組 （M20） 0      

6 女子 20 歲組 （W20） 0      

7 男子 18 歲組 （M18） 2      

8 女子 18 歲組 （W18） 0      

9 男子 16 歲組  (M16) 1      

10 女子 16 歲組  (W16) 0      

11 男子 14 歲組  (M14) 3      

12 女子 14 歲組  (W14) 3      

13 男子 35 歲組 (M35) 0      

14 女子 35 歲組 (W35) 0      

15 男子 40 歲組 (M40) 2      

16 女子 40 歲組  (W40) 1      

17 男子 45 歲組 (M45) 3      

18 女子 45 歲組 (W45) 0      

19 男子 50 歲組  (M50) 0      



註：各組報名人數凡少於 7 人時，由本會安排併組，以利賽事進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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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女子 50 歲組  (W50) 1      

21 男子 55 歲組  (M55) 2      

22 女子 55 歲組  (W55) 3      

23 男子 60 歲組  (M60) 2      

24 女子 60 歲組  (W60) 2      

25 男子 65 歲組  (M65) 0      

26 女子 65 歲組  (W65) 2      

27 男子 70 歲組  (M70 1      

28 女子 70 歲組  (W70) 1      

29 家庭組  (FG) 0      



 

*特殊圖例(Special Symbols) 

綠色叉叉：大樹頭 藍色圓圈：消防栓 藍色叉叉：洗手台 黑色叉叉：避雷針 

green cross: tree root blue circle: hydrant blue cross: sink 
black cross:  

lightning rod 

    

 

二、出發方式：  

(一)順點賽選手 (同一組選手間隔 1分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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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離開出發區後，選手須依現場指示標誌，前往起點。未通過起點，經起點裁判登

記者，取消排名資格(DQ) 

(四)請依循引導線通過起點定向旗後，獨自導航完成比賽。 

(五)出發方式採統一賽道，方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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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遲到的選手必須向出發區裁判報到，由裁判安排出發，其損失時間將不獲補償。 

出發裁判會以準時報到之選手為優先，因此遲到的選手，出發時間可能會受影響。 

遲到之選手以此做出投訴，賽事中心將不受理。 

(七)遲到之選手，若遲到超過 10分鐘，將不獲安排出發。 

拾、比賽規則： 

(一)除了賽事提供的地圖，以及規則認可的裝備外，選手禁止使用任何可顯示定位的

工具，包括可立即通訊的器材(如 GPS顯示器、手機、無線電對講機等)。 

(二)選手遺失地圖或指卡，視為『未完成賽事(DNF)』論，但仍須向成績處理組報到。 

(三)選手不得移動或破壞檢查點裝置與比賽設施，若有毀損、遺失，除成績不予計算

(DQ)，還須賠償毀損之裝置與設施。 

(四)為求比賽圓滿，選手不論是否完成賽程，務必返回終點向成績處理報到，否則當

失蹤論。 

1.比賽規則若有修改，大會將會儘快通知選手，若無法於比賽前通知選手，將會於

比賽當日公告。 

2.如有選手違反比賽規則，則該名選手之比賽成績將視作無效(DQ)。 

(五)車輛與行人：賽區為開放空間，園區主要道路偶有腳踏車與園區公務車輛通行，

人行步道上也經常有遊客健行，請選手在賽場運動中，特別注意車輛與遊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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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區內不設水站。 

(七)成績處理系統：採用 SI 電子計時系統。 

1.本賽事採用 SPORTident 電子指卡，比賽結束時，在成績下載處歸還；未歸還或

遺失者，請繳交新台幣$3,000 元。 

2.所有成績，以大會公佈的為準。 

3.各組成績，除在比賽當天現場公布外，亦會在『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網頁

http://www.ctoa.tw 公布。 

4.另外各組分段時間，也會同步公告，選手需要查閱。可上網瀏覽。 

(八)參賽選手沒有使用賽區的優先權，請尊重公園內其他使用者。 

(九)電子指卡正確穿戴法：https://reurl.cc/ldbXZ9 

(十)比賽時，號碼布以別針固定於身體正面。 

(十一)多人組(親子組與家庭組)必須兩人同時通過終點線。 

(十二)有時會有多名選手同時返回終點，請選手小心，避免互相碰撞。 

(十三)當每一位選手打卡『FIN (終點)』感應器後，須前往成績處理組排隊繳交指卡。 

(十四)所有選手無論是否完成比賽，皆須於 12:30前向成績處理組報到，否則當失蹤

論(成績無效)。 

https://reurl.cc/ldbXZ9


(十五)選手遺失指卡或號碼布，也須向成績處理組報到。 

(十六)通過終點線之選手不得重返賽區，並須盡快前往成績處理組，繳交指卡。 

拾壹、獎   勵：各組別前三名頒發獎牌，前六名頒發獎狀(1-3 名有獎牌、獎狀，

4-6 名獎狀)。 

拾貳、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一、DQ：失去排名資格。選手失去排名資格之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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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未依地圖指示，依序找尋檢查點，經成績組判定，即以 DQ 論，

不得提出任何投訴。只要漏尋任一個檢查點，或尋點順序錯誤，即為 DQ。 

(五)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需先進行投訴，由選手之教練口頭告知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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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書向成

績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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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前往終點成績組報到者，即為 DNF。 

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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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肆、保險： 

一、選手如有個別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身

意外保險。 

二、本次活動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個人如有其他額外需求，請自行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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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伍、申訴： 

一、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所有問題，各單位應於該項比賽後 20 分鐘內，以書面

由領隊或指導教練簽章，並繳交保證金陸仟元，向大會提出，申訴成立時保

證金退還，否則由大會沒收。 

二、申訴以大會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拾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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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情境等情形，請撥打電話:(02)8771-1444 或 

電子信箱 orienteering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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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拾捌、各組出發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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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