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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路王- 2015 終極站   香港大潭柏架山   活動須知 

主辦   ：香港全能運動學會 

活動目的：推廣運動文化及家庭同樂，增進友誼和團隊精神，為有需要幫助之慈善團體籌款。

是次活動部份收益，將撥捐受惠組織 － 緊急香港 EMERGENCY Hong Kong (慈善團體編

號：91/12960)。 

緊急機構 (EMERGENCY) 是一個獨立和中立的非牟利人道救援組織，於１９９４年在意大利

成立，致力為武裝衝突和地雷的傷者，以及貧困人士，提供免費的外科護理以及醫療援助。

緊急機構 (EMERGENCY)促進和平、互助以及尊重人權。 

http://www.emergencyhkg.org/  

 

日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五)  

起步時間：上午 9 時正 

集合地點：陽明山莊入口，大潭郊野公園 2 號燒烤場(樂聚園) https://goo.gl/maps/yw58M  

報到時間：上午 7 時 45 分至 8 時 45 分 

交通路線：交通路線：乘搭途徑 黃泥涌峽道的巴士，在網球場後的油站巴士站下車,沿油站

旁的石階上大潭水塘道，沿行人路直上約 10 分鐘便可到達大潭郊野公園入口,途經黃泥涌水

塘及陽明山莊。  

香港巴士的路線: www.i-busnet.com/busroute/  

香港巴士大典 : http://hkbus.wikia.com/wiki  

香港綠線小巴: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minibuses/green/gmb_online_gu

ide/hong_kong_island_gmb_routes/index.html  

比賽起點：起步點會設於 2 號燒烤場(樂聚園) 

距離：14 公里   

比賽時限：2 小時    

比賽路線：沿大潭水塘道出發，經大潭副及上水塘，再經柏架山道上大風坳，再沿柏架山道

上山頂發射站，沿途必須經過山頂中一段發射站之環繞路段，落山沿路折返終點。 

各參賽者請留意：柏架山道一段為全上斜路段，山頂一段為樓梯級，落山及樓梯級  

比較濕滑，敬請各參賽者加倍小心，沿路必須靠左跑及量力而為。 

 

聖誕歡樂跑 : 迷你斜路王 3.5 公里 

(賽事將於斜路王 14KM 起步後出發) 

二人親子組 / 個人組別 男、女子個人組  

比賽路線：沿大潭水塘道出發下坡，經大潭副水塘後，在 CP1 檢查站後轉折返回終點。 

 

號碼布：請於比賽當日報到處領取，號碼布必需清楚掛於胸前當眼處作賽，不得轉讓別人， 

否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http://www.emergencyhkg.org/
https://goo.gl/maps/yw58M
http://www.i-busnet.com/busroute/
http://hkbus.wikia.com/wiki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minibuses/green/gmb_online_guide/hong_kong_island_gmb_routes/index.html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ublic_transport/minibuses/green/gmb_online_guide/hong_kong_island_gmb_rout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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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登記處領取號碼布，(個人號碼布將會用於參加兩場以上之參加者，敬請保留!) 遺失號碼 

布者，比賽當日將收取行政費用$50 元，敬請留意!) 

 

領取計時晶片：請於報到處以報到及登記領取計時晶片(每人一個)，賽事完結後，計時晶片 

必須交回大會。如遺失者需要繳交 HK$100 元，大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和成績。  

更換組員：隊伍如在賽事當天更換隊員，大會需收取額外行政費用港幣一百元正，敬請留意! 

水站位置：起點、檢查站及終點均設有飲用水供應 

保持郊區清潔：敬請保持郊野清潔，切勿隨處亂拋垃圾於賽道之上，違例者大會有權取消該

隊伍參賽資格及其成績。 

救護站：起點及終點均設有急救工作人員 

 

行李寄存：參加者可於起點處，跟據比賽之號碼布擺放行李，但個人之貴重物品不作處理，

如有遺失或損壞，大會概不負責 

惡劣天氣：如活動當日下午 3 時懸掛紅色暴雨、黑色暴雨和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發生其他不

可預計之情況，引致活動無法如期進行，大會有權廷期舉行或取消/終止當日賽事；如賽事取

消者，所有報名費將不會退還予參加者。  

  

大會已為賽事購買公眾責任保險，所有賽員及家長須自負個人意外責任，賽會概不負責，建 

議參加者自行購買合適保險。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將於中午 1200 時開始，所有獎項不設賽後補領，請得獎者如時出席領獎。 

慈善大抽獎：抽獎將於頒獎典禮前、中、後不同時段進行，獎品豐富，切勿錯過! 

獎項：每組均設有冠、亞、季軍，第四及第五名，每人可以獲得獎牌及禮品。 

 

電話查詢：81194312   

查詢電郵：hkmsaenquiry@gmail.com  

 # 備註:大會保留最後修訂之權利，一切資料以英文版作準，敬請留意! 

 

計時系統使用方法 

1. 參加者有責任確保電子控制卡成功放置在打卡器上的感應區(數字下方圓圈位置)，打卡器

將發出連續響聲，表示資料已紀錄在計時指卡內。   

            

2. 參加者不得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賽會設施，若有損毀，須按價賠償及被取消資格。  

mailto:hkmsaenqui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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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者在比賽期間有責任妥善保管電子控制卡，並於比賽後交還。若有遺失或損毁，參加

者必須賠償港幣$100 予香港全能運動學會 。 

4. 如有使用其他人/隊伍之電子控制卡，將被大會取消參賽資格。 

5. 如有任何投訴，須以書面向賽會儘快提出。假如投訴是關於參加者成績則必須於成績公佈

後15 分鐘內提交，投訴由賽會處理，結果會向投訴人通告。  

 
起點  

1. 參加者必須將號碼布扣於胸前並展示電子控制卡。  

2. 只有號碼布及電子控制卡齊全的賽員始獲准進入起點區。 

3. 請在起點區把計時指卡放在「清除」打卡器上的感應區，直至聽到「清除」打卡器發出聲

響，確定計時指卡內的舊資料已清除。   

4. 遲到參加者必須先向出發區工作人員報到，再由工作人員安排在「遲到起點」出發。  

檢查點 

1. 參加者抵達檢查點時，須在在檢查點拍卡器上拍卡，否則時間不計算，參加者之成績將會

被取消資格。 

2. 路段終止時間：以大會起步時間計算，必須在 1030 前通過檢查站 CP2 ，否則將作為取消

論 DSQ。 

終點  

1. 終點區設於(起點)2號燒烤場(樂聚園)內。  

2. 參加者抵達終點時，須在終點器拍卡，而比賽時間亦在那刻鐘完結。  

3. 請跟隨指示前往成績計算站，將計時指卡的記錄下載後，參加者即可領取參考成績印表。  

4. 所有參加者必需於賽事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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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將會被取消資格。   

5. 參加者無論完成賽事與否，或遺失電子控制卡，必須於賽事完結前向終點報到，否則當失

蹤論。亦勞煩賽會工作人員甚至警方出動搜索。 

意外/中途退出比賽 

如比賽中途發生意外，而其中有隊員因受傷或其他理由未能完成賽事，其他隊員應陪同受傷

隊員，前往最接近之CP檢查站，與大會工作人員尋求協助。敬請不要留下受傷之隊員獨處並

繼續賽事，未能全隊完成之隊伍，均不能計算其之總成績。 

路標指示 

除每個 CP 均設有指定工作人員外，各個路段之分叉路口前，地面都會以粉筆劃上指示箭咀

標記及危險紅白色帶為標記，敬請各參賽者留意! 

 

# 備註：大會保留最後修訂之權利，一切資料以中文版作準，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