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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會已制定一份指引供各童軍單位在籌備公園定向活動時，能參照下列指引內各項程

序及安全要點，使各單位在進行公園定向活動時，能夠在安全情況下順利完成活動。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國際野外定向聯會  IOF http://www.orienteering.org 
香港定向總會 OAHK http://www.oahk.org.hk 
童軍野外定向會 SOC http://www.hksoc.org 
 
 
 
 
 
 
 
 
 
香港童軍總會野外定向會 
Scout Orienteering Club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903室 
電郵：info@hksoc.org 
網址：http://www.hk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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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計劃及準備活動前計劃及準備活動前計劃及準備活動前計劃及準備 
 
1. 活動對象及目的活動對象及目的活動對象及目的活動對象及目的 

在計劃一個公園定向活動時，首要的是了解參與的對象以及定下今次活動之目

的，因為不同的對象會有不同路線難度，同樣不同的活動目的也會有不同活動形

式及活動規模。除此之外，可供參與人數也是在計劃活動時首要的考慮因素，綜

合以上提及的三個因素，就可以定出一個今次活動之方案，從而開始各項籌備工

作，以下有兩個例子可供各位參考： 
 

例子1 
活動對象：初次參與公園定向之本旅幼童軍 
可供參與人數：約三十人 
活動目的：認識公園定向活動及為其考取公園定向初級章 
 
當明白以上三個因素後就可推出以下工作目標： 
� 找尋地理特徵較簡單之公園作為是次活動的場地 
� 安排合資格的導師教授基礎公園定向知識給與參加者 
� 設計適合初學者之賽程路線 
� 預備所需器材、地圖及教具 
� 制定當日活動之程序表 

 
例子2 
活動對象：本區之各個幼童軍團 
可供參與人數：約二百人 
活動目的：公園定向同樂日 
 
當明白以上三個因素後就可推出以下工作目標： 
� 找尋合適及較大的公園作為場地 
� 找尋有經驗之工作人員負責各項目之準備工作 
� 安排足夠工作人員以維持當日運作及安全 
� 發放活動通告及報名表格 
� 設計適合多人參與之賽程路線 
� 預備所需器材及地圖 
� 分配當日工作及制定當日活動之程序表 

 
* 以上提及之工作項目將在指引後部份有詳細解釋 

 
2 場地申請場地申請場地申請場地申請 

2.1 不論任何形式或規模之公園定向活動，均須於活動舉行前獲得有關機構／公

園批准方可使用場地。 
2.2 本港大部份公園都是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主辦之童軍單位（以下簡稱

「申請單位」）如計劃在該署轄下之公園舉行公園定向活動，均必須以書面

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公園辦事處提出申請，一般申請至少於活動舉行前2個
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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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申請單位以書面向公園辦事處經理提出，申請內容須註明：活動名稱、目

的、場地名稱、舉行日期及時間、參加人數、使用設施及活動負責人聯絡資

料等。 
2.4 公園辦事處收到有關書面申請後，將按活動內容作初步審核，另致函通知申

請單位（此通知書並無賦予申請單位使用場地的權利）並須提交更詳細之活

動資料清單（除第3項所列的資料外，另須提供財政預算、交通及人流安

排、活動使用範圍及控制點擺放位置等）。申請單位一般透過傳真接收有關

文件，於指定日期內填妥活動資料清單後盡快交回有關公園辦事處繼續辦理

審批程序。 
2.5 在審批過程中，公園辦事處按需要將申請資料送交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如

警務處、食物環境衞生署、消防處、機電工程署、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等）作審批或備案，而有關的政府部門亦會按需要聯絡活動負責人，以了解

活動內容，活動負責人應協助解答有關查詢。 
2.6 經公園辦事處詳細審批後，將致函通知申請單位有關申請場地正式被批准使

用，惟申請單位須於指定日期內簽署承諾書及連同保險單副本交予有關公園

辦事處作覆核及存檔，待所有文件提交後方可正式使用場地。 
【申請單位可向所屬地域或區會查詢有關辦理保險（公眾責任保險）事

宜。】 
2.7 申請單位之活動負責人於活動當日應帶備已批准使用場地的函件及保險單副

本，以供在場職員查核。 
2.8 查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公園資料，可瀏覽下列網頁

http://www.lcsd.gov.hk/b5/ls_park.php。 
 
3 場地選擇場地選擇場地選擇場地選擇 

主辦單位在選擇活動場地時，須考慮以下因素： 
3.1 參加者人數 

公園範圍應能足夠容納所有參加者，主辦單位也可安排參加者以分時段出

發，避免參加者過度集中在公園內某幾個控制點而造成混亂。 
3.2 其他公眾人士 

主辦單位也應考慮活動當天公園內遊人的人數，尤其是選擇在一些熱門旅遊

點進行公園定向活動（例如：九龍公園、香港公園等），如參與活動人數較

多時，這對公園內之遊人會造成一定影響，這時主辦單位更必須安排參加者

以分批形式出發，減低對公園內之遊人造成影響的機會。 
3.3 參加者之能力 

� 對一般初次參與公園定向者來說，選擇一個地形較簡單之場地，可幫助他

們較易明白地圖上所表示之各種環境特徵，對初學者學習閱讀地圖是非常

重要，在本港絕大部公園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管理之公園都適合初學者

進行公園定向活動。 
� 如對一些有定向比賽經驗之參加者，就要選擇一個較有多地形特徵或地形

較複雜之之場地，以考驗他們在各方面之定向能力及速度。 
3.4 地圖供應 

� 當決定選擇某公園進行公園定向活動前，都必須知道所選公園是否有地圖

可供購買？如果沒有的話，就要選擇其他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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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軍物品供應社有提供多個公園的定向地圖供各界人士購買，這些地圖全

都是由童軍野外定向會繪製，有關地圖資料可到這個網址瀏覽

http://www.hksoc.org/parkmap.html，由於地圖數量有限，購買人士可預

先致電詢問童軍物品供應社，查詢有關地圖數量是否足夠。 
� 除了童軍物品供應社外，香港定向總會也有提供多個公園的定向地圖供各

界人士購買，這些地圖是由香港定向總會或其屬會繪製，有關地圖清單可

到香港定向總會網頁瀏覽http://www.oahk.org.hk，請注意在購買地圖

時，必須出示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發出之獲准使用公園場地的通知書，才

可獲准購買有關公園的定向地圖。 
� 另外，即使有地圖可供購買，也要留意其製圖年份，如發現地圖與實地環

境有極大差異，該地圖就不宜使用並考慮選擇其他場地。 
� 緊記所有定向地圖均有版權，如未獲有關版權持有者之許可，不得複印有

關地圖。 
 
4 工作人員資格及工作人員資格及工作人員資格及工作人員資格及人數比例人數比例人數比例人數比例 

4.1 所有公園定向活動之負責人必須由持有有效香港童軍總會領袖委任證及並持

有公園定向研習班證書或野外定向教練員訓練班證書。 
4.2 如公園定向活動涉及活動章或專章考驗，須由持有公園定向研習班證書之領

袖負責考核之工作。 
4.3 如屬於一般公園定向活動，每名領袖或工作人員最多可對十名參加者。 
4.4 如活動屬於活動章或專章考驗性質（例如：幼童軍公園定向章訓練班等），

每名有認可資格之導師最多可對八名參加者。 
4.5 如活動屬於比賽性質，除了有足夠的合資格之導師及工作人員外，也應有舉

辦相關賽事經驗的工作人員協助。 
4.6 建議所有公園定向活動都有最少一名合資格的急救員及帶備急救藥品。 
 

5 物資準備物資準備物資準備物資準備 
主辦單位在籌備活動時，有下列定向活動所需之物資必須要留意： 
5.1 地圖 

� 有關購買地圖事宜，之前在場地選擇部份已有詳盡解釋。 
� 大多數公園定向地圖是沒有附印上賽程路線，需要主辦單位自行畫上賽程

路線，一般公園定向活動或訓練班都是以人手繪畫上賽程路線，繪畫路線

所用之筆是紅色或紫紅色油性水筆，筆頭類型為極細。 
� 一般公園定向地圖大多沒有防水功能，在下雨情況，須使用合乎地圖大小

之膠袋封好，以防被雨水弄濕。 
5.2 控制點標誌 

� 一般應用於野外定向比賽之標準型控制點標誌均適用於任何形式之公園定

向活動。 
� 但由於比賽專用的控制點標誌價格較為昂貴，一般公園定向活動都可使用

以咭紙製成的控制點標誌去代替，這較為方便及價錢便宜，以咭紙製成的

控制點標誌可到童軍物品供應社或香港定向總會辦事處購買。 
5.3 打孔器及印章 

� 一般應用於野外定向比賽之打孔器（又稱密碼夾）均適用於任何形式之公

園定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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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由於打孔器之價錢較為昂貴，一般公園定向活動都可使用油墨印章去

代替，但必須注意在天雨情況下油墨印章就不適合使用，此外，如參加者

不適當使用油墨印章，也會引致到弄污公物之情況（例如：將油墨印章按

在公園之牆壁或燈柱上等）。 
5.4 控制咭 

� 控制咭是用於紀錄參加者所到過的控制點，一般應用於野外定向比賽之控

制咭均適用於任何形式之公園定向活動。 
� 如該公園定向活動是使用油墨印章，活動主辦者可自行設計及製作控制

咭，一般控制咭都印有三十個空格作為紀錄各控制點密碼色樣或印章圖

樣，每空格大小應足夠容立整個密碼色樣或印章圖樣。 
 
6 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前注意事項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前注意事項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前注意事項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前注意事項 

6.1 一般由地域或區主辦之公園定向活動需發放正式通告及報名表格，有關程序

須向該地域或區查詢。 
6.2 由旅團主辦之公園定向活動也應向參加者之家長發出有關活動之通告，並要

求十八歲以下的參加者必須有家長簽署的家長同意書（PT/46）。 
6.3 如由地域或區主辦之公園定向活動，須發出「活動通知書」知會參加之旅團

或個別參加者，並列明有關活動之報到地點、時間、所需物品及相關資訊。

活動通知書之範本可參閱＜附件一＞。 
6.4 為禦防登革熱及日本腦炎等病症，主辦單位應活動前提醒參加者採取適當措

施避免遭受蚊蟲叮咬。例如：穿著長袖衣服及長褲，帶備及使用防蚊用品等

等。 
6.5 主辦單位應活動前安排合資格的急救員，在活動當天當值，並準備足夠的急

救藥品。 
6.6 活動負責人應準備一份意外事件處理步驟流程表，當有緊急情況時能夠根據

流程表之指示作出應急之處理。 
6.7 活動負責人也應留意有關由行政署發出之「公眾責任保險」及「團體個人意

外保險」通告內所列出之保險問題。 
6.8 惡劣天氣應變措施 

6.8.1 當香港天文台發出下列警訊號時，所有在戶外進行之定向活動必須停止

或取消： 
� 當發出 3 號或以上的颱風警告訊號 
� 當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訊號 
� 當發出雷暴警告訊號 
� 當發出山泥傾瀉警告訊號 
� 當空氣污染指數達到 200 以上 
� 有關以上詳細資料請查閱行政署通告 

6.8.2 當香港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時，活動負責人必須因應當時氣溫及參

加者之身體狀況，盡量避免在戶外進行艱辛活動、訓練或比賽。詳情可

參考由香港定向總會發出之「於夏季進行野外定向活動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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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線設計及風險評估路線設計及風險評估路線設計及風險評估路線設計及風險評估 
7.1 活動負責人及路線設計員應在活動前親自視察有關場地，觀察場地內環境及

留意是否有潛在危險的地方，並在地圖上記錄其位置，在設計路線時避免將

控制點設置在該處。 
7.2 在設計路線時應預計完成活動所需時間，並且要因應參加者能力去設計合適

難度之路線。 
7.3 花叢、水池旁等位置都不宜設置控制點，甚至有些遊人較密集之地方也不宜

設置控制點。 
7.4 一條定向路線或賽程，無論是進行越野式或奪分式，都包含有一個起點、若

干控制點及一個終點。通常為方便一般公園定向活動，起點及終點都會安排

在同一位置，該處也應有足夠空間能容納多名參加者及工作人員。 
7.5 定向路線中所包含多少個控制點應視乎活動時間、公園範圍大小以及技術要

求去決定。 
7.6 一般公園定向活動大多會採用奪分式去進行，在設計奪分式路線時，盡可能

將控制點分散開一點，避免過分集中在某一處，這有助分散參加者並減少他

們因過份聚集於一處而引起混亂之情況。 
7.7 如活動屬於競賽性質，除考慮路線之難度外，也須衡量該路線會否對公園環

境及其他遊人造成影響，如有可能的話就要修改或重新設計路線，這方面最

好請教有設計比賽賽程經驗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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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運作及注意事項活動當天運作及注意事項活動當天運作及注意事項活動當天運作及注意事項 
 
1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開始前準備開始前準備開始前準備開始前準備 

1.1 在一般較多人數參與之公園定向活動，負責人應早前安排人手去準備下列工

作： 
� 擺放控制點 
� 報到處佈置 
� 起點及終點佈置 

1.2 如所需物資需要用貨車駛入公園範圍內卸貨，必先要得到公園辦事處批准。 
1.3 擺放控制點之工作應在活動開始前最少30分鐘完成，並且由活動負責人或賽

程設計員負責複核所有控制點之位置，確保每個控制點之位置都準確無誤。 
1.4 工作人員擺放控制點標誌時，懸掛標誌之高度需要離地約1米高。 
1.5 起點位置要設置一個控制點標誌，以表示出地圖中起點之正確位置（紅色起

點三角形之中心點）。 
1.6 終點位置最好就設置一條「終點線」，如該次活動需要為參加者計時，須以

參加者越過終點線來計算參加者之完成時間。 
 
2 報到及出發報到及出發報到及出發報到及出發 

2.1 無論是由地域或區主辦之公園定向活動或是由旅團舉行之公園定向活動，都

應在活動日前十四天以書信通知參加者之報到時間及地點，並列明需帶備之

物品。（可參閱附件一） 
2.2 由地域或區主辦之公園定向活動，當參加之旅團到達報到處時，工作人員須

核實參加者之人數，並需要帶團之領袖簽署作實。由旅團舉行之公園定向活

動，負責人也須核實參加者之人數。 
2.3 如有需要，可在參加者出發前安排導師或工作人員向參加者作簡單講解，講

解內容包括定向活動規則及安全守則。導師必須向參加者強調向終點報到之

重要性，並讓參加者知道該活動的時限。 
2.4 導師必須向參加者強調向終點報到之重要性，並讓參加者知道該活動的時

限。 
2.5 出發前導師或工作人員必須確保參加者的裝備齊全及健康狀況良好。 
2.6 導師或工作人員應給予參加者清楚的指示，教導他們在迷途、受傷或遇上突

發情況時應如何應付。 
2.7 如參加人數眾多，活動負責人須指示在起點之工作人員讓參加者分批出發，

避免引起混亂。 
 
3 活動監察及終點工作活動監察及終點工作活動監察及終點工作活動監察及終點工作 

3.1 在活動進行期間，負責人應派遣工作人員或導師作四周巡視，觀察參加者的

狀況，如發生意外就須即時通知負責人作出處理。 
3.2 除觀察參加者的狀況外，負責巡視之工作人員也要檢查在公園內各控制點是

否仍然齊全或已遺失，如發現控制點被破壞或已遺失，就必須即時換上後備

控制點標誌或印章。 
3.3 負責人須另外安排工作人員負責看守公園之出入口，避免有參加者離開公園

範圍。 
3.4 終點之工作人員須記錄返回終點之參加者人數，並在活動結束時核實是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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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參加者返回終點。 
3.5 當活動結束後，工作人員應盡快收回在公園內所有控制點標誌、指示及其他

佈置物品，並須核實已收回之控制點標誌及指示之數量，確保沒有標誌仍遺

留在公園內後才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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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活動通知書活動通知書活動通知書活動通知書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公園定向同樂日 

活動通知書 
 
致致致致：：：：  旅旅旅旅  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   
 
日 期：200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地 點：元朗市鎮公園 
形 式：奪分式 
地 圖：1:2000 彩色定向地圖(2006 年修正版) 
活動負責人：XXX 先生（當日聨絡電話：     ） 
 
大會程序大會程序大會程序大會程序 
09:00  報到處開放 
09:30 活動開始 
14:00 全日活動結束 
 
報到處及場地資料報到處及場地資料報到處及場地資料報到處及場地資料 
報到處位於元朗市鎮公園內硬地足球場旁。 
1. 報到處附近設有洗手間。 
2. 報到處將於上午 9 時 15 分開放。 
3. 請帶走所有垃圾及保持場內清潔。 
4. 由於公園內遊人眾多，請各參加者留意遊人之安全。 
 
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 
1. 請各旅團負責領袖請依照上列時間報到。 
2. 報到後，大會將會派工作人員安排參加者出發。 
3. 出發後，參加者不需順次序到訪各控制點，控制點是一個橙白色的標誌，到達控

制點時，須用控制點上的原子印在該編號的方格內蓋印。 
4. 活動限時活動限時活動限時活動限時 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參加者無論完成與否參加者無論完成與否參加者無論完成與否參加者無論完成與否，，，，必須返回終點報到必須返回終點報到必須返回終點報到必須返回終點報到。。。。 
5. 在活動結束前，參加者不能離開公園範圍，如參加者迷失了路可跑往上一個控制

點，再重新組織路線及閱讀地圖。 假若再找不到路線的話，可以在控制點等候，

直至工作人員到達。 
6. 各參加旅團在活動結束後各參加旅團在活動結束後各參加旅團在活動結束後各參加旅團在活動結束後，，，，請先通知工作人員請先通知工作人員請先通知工作人員請先通知工作人員，，，，登記才離開公園登記才離開公園登記才離開公園登記才離開公園。。。。 
 
公園定向活動安全守則公園定向活動安全守則公園定向活動安全守則公園定向活動安全守則 
1. 不可胡亂奔跑 
2. 不可進入或橫越禁區 
3. 不可攀爬建築物、遊戲架或樹木 
4. 不可故意跨過或踐踏水池、積水 
5. 不可在梯級或不平地面跳躍 

公園定向之規則公園定向之規則公園定向之規則公園定向之規則 
1. 保持公園清潔 
2. 不可干擾公園內遊人 
3. 愛護公園設施  
4. 不可破壞公物 
5. 不可損毀花草 
6. 必須服從工作人員指示 
7. 未完成活動，不可離開公園範圍 
8. 報到出發之後，無論是否完成或放棄

活動，都必須向終點報到 

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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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 參加者須遵守公園定向守則，並保持地方清潔，切勿污染四周環境。 
2. 大會不設行李存放區，不設保安，參加者攜來物件如有遺失，大會概不負責，故

參加者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3. 如活動當日上午六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或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又或黃色或

以上暴雨警告訊號(請參加旅團自行留意天氣報導，大會不作個別通知) ，活動將

會取消或延期舉行，日期將另行通知。 
4. 紀念品及參與證書於只在現場派發，大會將不設任何補領。 
 
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 
香港童軍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電話 : XXXX XXXX  XXX 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