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軍野外定向會30周年紀念野外定向錦標賽 

Scout Orienteering Club 30
th

 Anniversary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 
 

 本署童軍野外定向會成立於1986年，為慶祝邁向30周年，將於本年11月舉辦上述定向錦標

賽作為首項慶祝活動，歡迎幼童軍或以上之支部成員及領袖參加，詳情如下： 
 

（一）日    期：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2015年11月29日 日 0900－1500 青衣 
 

（二）比賽形式： 越野式 
 

（三）地    圖： 1. 彩色野外定向地圖 

2. 地圖比例：1 比 10,000 

3. 等高線間距：5 米 

4. 國際控制點提示符號 
 

（四）組    別：  

男子個人組 女子個人組 參   加   資   格 

MC WC 9歲或以上之幼童軍支部成員 

MSB WSB 13歲或以下之童軍支部成員 

MSA WSA 14歲或以上之童軍支部成員 

MV WV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 

MR WR 樂行童軍支部成員 

MO WO 各級領袖 

專章考驗組（NOVICE） 
只限童軍支部成員參加，適合已報考野外定向章（技能組）

之成員。 

雙人體驗組（CATI） 
適合初次參加定向活動之幼童軍或以上之支部成員及領袖

（幼童軍或童軍支部成員可連同1名家長參加）。 

    （每位參賽者只可參加其中一個組別） 
 

（五）計分方法： 參賽者組別冠軍需時 x 1,000 

參賽者完成賽事所需時間 
=  參賽者之得分 

 

（六）獎    項： 1. 個人組均設冠、亞及季軍，並於比賽當日頒發，不設補領。如該組別之參加

人數不足5人，只設冠軍及亞軍；不足4人，只設冠軍；不足3人，比賽將會

取消。 

2. 另設下列以童軍旅為單位之獎項： 

- 「童軍旅錦標」及「童軍旅挑戰盃」設冠、亞及季軍。如該組別之參加

單位不足5旅，只設冠軍及亞軍；不足4旅，只設冠軍；不足3旅，比賽

將會取消。 

- 「最踴躍參與童軍旅大獎」只設冠軍。 

  上述童軍旅獎項將安排於童軍野外定向會周年會員大會中頒發，日期待定。 

3. 各項童軍旅獎項的計分方法將於「賽員須知」內詳列，參賽者毋須另行報名

參加。 

4. 專章考驗組及雙人體驗組不設獎項，亦不計算入童軍旅獎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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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費    用： 1. 個人組 ─ 

每位港幣$45（包括地圖、號碼布、紀念章、賽事營運及行政支出） 

費用必須以每人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書明「香港童軍總會」為收款

人。 

2. 雙人體驗組 ─  

每組港幣$90（包括地圖、號碼布、紀念章、賽事營運及行政支出） 

費用必須以每雙人組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書明「香港童軍總會」為

收款人。 
 

（八）報名辦法： 填妥專用之報名表格【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下載】，未滿 18歲之參賽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於截止日期前連同支票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

心9樓青少年活動署。 
 

（九）名    額： 400人（如報名人數過多，則以先到先得方式取錄。） 
 

（十）截止日期：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十一）交  通： 參賽者須自行安排交通往返賽事中心。 
 

（十二）服  裝： 適合野外定向之運動服裝。 
 

（十三）其  他： 1. 請選用正確之報名表格，否則恕不受理。 

2. 申請一經接納，所繳交之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3. 參賽者須自行安排活動當日之膳食。 

4. 「賽員須知」及「出發名單」將上載至童軍野外定向會網頁

http://www.hksoc.org（QR碼請參閱本頁左下方），所有參賽者須於本年11

月16日（星期一）起自行下載有關資料，而電子控制咭及號碼布則於比賽

當日在賽事中心領取，所有賽事資料均不會個別郵寄。 

5. 出發名單一經刊登，所列之出發時間將不可作任何更改，惟參賽隊伍若發

現其姓名、組別及旅別有錯漏，必須於本年11月23日（星期一）或之前電

郵info@hksoc.org通知賽會以作更正。賽會有權不接納因錯報組別之更

改要求。 

6. 童軍野外定向會之個人會員如參加本賽事之個人組別，在賽事中所取得之

分數，將自動計算於會員獎勵計劃內。 

7. 比賽成績將於童軍野外定向會網頁內公佈。 

8. 完成本賽事之童軍支部成員可符合《童軍訓練綱要》內野外定向章（技能

組）（B）項所列的其中1次定向比賽要求（雙人體驗組除外）。 

9.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957 6410與活動幹事陳雪芳小姐聯絡。 
 
 
 

青少年活動總監 吳家亮 

（姜華棟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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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 

 
童軍野外定向會30周年紀念野外定向錦標賽 

報 名 表 格 
（截止日期：2015年10月27日） 

填寫本報名表格時，請留意下列事項： 

A. 未滿18歲之參賽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PT/46），否則不獲參賽資格。 

B. 若參賽者為青少年成員，必須由負責領袖簽署及蓋上單位印鑑。 

C. 個人組別之參賽者，請填寫「參賽者（1）」一欄。 

D. 雙人體驗組之參賽者，請填寫「參賽者（1）」及「參賽者（2）」兩欄。 
 

參賽組別*：    個人組：_______________（例如：MSB、WC…） 

                            專章考驗組（NOVICE） 

     雙人體驗組（CATI） 

 （每位參賽者只可參加其中一個組別） 

 
 

 參賽者（1） 參賽者（2） 

參賽者姓名 
（中文）   

（英文）   

性  別   

出生日期   

紀錄冊／委任證／委任書
編號 

  

童軍野外定向會 

會員編號（如適用） 

  

地域／區／旅／團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參賽者簽署   

日  期   

 
備註： 1.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2. 各參賽者及負責領袖須填妥報名表格上的各項資料，包括簽署及蓋印，並連同家長同意書
（如適用）及支票一併寄交青少年活動署。 

 3. 「賽員須知」及「出發名單」將上載於童軍野外定向會網頁http://www.hksoc.org，所有參賽
者須於本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起自行下載有關資料，而電子控制咭及號碼布則於比賽
當日在賽事中心領取，所有賽事資料均不會個別郵寄。出發名單一經刊登，所列之出發時
間將不可作任何更改。 

 4. 參賽者在申請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或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並只供本會處理其申請參與
上述活動的用途。參賽者如未能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其申請可能無法處理。 

 5. 在一般情況下，此報名表格將於活動完畢後6個月銷毀。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青少年活動署專用 參賽者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期：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  銀    碼：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

青少年活動通告第100/2015號 

（15/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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