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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辦單位 協辦屬會  賽事名稱 類別 地點 查詢 

1/1/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香港野外定向會三十五週年紀念 

定向嘉年華-野外定向賽 

公開 西貢萬宜 5401 8708 

10/1/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5年穗深港杯定向公開賽 (短) 公開 廣東省 5401 8708 

11/1/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5年穗深港杯定向公開賽 (中) 公開 廣東省 5401 8708 

17 - 18/1/ 

2015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Rogaine24 (2015) 
公開 

大嶼山  

17/1/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皇仁書院 

野外定向會 

家 庭 尋 寶 樂  公開 

 

小西灣 

海濱公園 
 

1/2/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2014年 沙 田 體 育 節  公開 

 

沙田公園/ 

和輋 

 

7/2/2015 Y2Y  Y2Y 日以繼夜定向接力賽 2015 公開 丫髻山  

8/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VOC 2014/2015 色級定向賽 公開 青衣 25048112 

15/2/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4/2015香港野外定向會 

野外定向錦標賽 

暨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公開 

 

排名 

石龍拱/ 

花山 
5401 8708 

1/3/2015 香港定向總會 港島定向力量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 排名 南丫島 2504 8112 

8/3/2015 香港定向總會 總會教練 2014/2015年度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 

公開 丫髻山 2504 8112 

15/3/2015 無國界醫生  2015 無國界醫生野外定向賽 公開 大棠 2504 8112 

21/3/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4/2015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決賽  寶馬山 2504 8112 

29/3/2015 香港定向總會 晉峰行動 2014/2015 色級定向賽 公開 五桂山 25048112 

12/4/2015 香港定向總會 香港警察 

野外定向會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排名 荔枝角公園 2504 8112 

19/4/2015 香港定向總會 總會執委會 第58屆體育節- 野外定向接力賽 公開 嶂上 25048112 

26/4/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香港野外定向會短途公開賽 

暨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公開 

排名 

將軍澳 

市中心 
54018708 

9/5/2015 Y2Y  港珠澳定向公開賽2015 – 中距離賽 公開 珠海  

10/5/2015 

Y2Y  

港珠澳定向公開賽2015 – 短距離賽 

 暨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暨 港珠澳定向公開賽2015 – 沿徑定向賽 

(2015年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入圍賽) 

成績公佈 

公開 

排名 

公開 

 

珠海  

16/5/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4/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黑夜定向賽 

暨全港黑夜定向公開賽  

公開 
大潭 5401 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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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排名 天水圍公園 2504 8112 

22/8/2015 香港定向總會 華仁定向會 學界校園定向錦標賽2015 

報名表/ 

公開 香港華仁 

書院 
 

23/8/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 全A-Control 沿徑定向精確賽 

報名詳情 / 網上報名 

公開 蝴蝶灣 

公園 
 

13/9/2015 都會定向會  都會定向會定向錦標賽 – 短距離賽 

網上報名 

公開 添馬公園及

中西區海濱

長廊  

(中環段) 

 

20/9/2015 都會定向會  都會定向會定向錦標賽 – 長距離賽  

暨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中長距離) 

網上報名 / 封場範圍 

公開 

排名 

龍虎山/ 

太平山/ 

薄扶林 

 

3/10/2015 香港定向總會 拔萃女書院 

野外定向會 / 

喇沙書院 

野外定向會 

2015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香港區 公開 鰂魚涌公園 2504 8112 

10/10/2015 香港定向總會 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野外定向會/ 

皇仁書院 

野外定向會 

2015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九龍區 公開 荔枝角公園 2504 8112 

11/10/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短距離) 

 
排名 待定 2504 8112 

25/10/2015 Y2Y  Y2Y定向錦標賽2015 – 中距離賽 暨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 

公開 

排名 
待定  

8/11/2015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2015年香港定向排名聯賽(中長距離) 

報名詳情 / 網上報名 
排名 鴨仔山 2504 8112 

15/11/2015 香港定向總會 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野外定向會 

2015/2016 色級定向賽 

報名詳情 / 網上報名 
公開 

香港仔 

郊野公園 
25048112 

22/11/2015 Y2Y  Y2Y定向錦標賽2015 – 短距離賽 公開 

 

長洲  

28-29/11/ 

2015 

香港野外定向會  2015黑夜見黎明慈善城市定向賽 
公開 九龍 5401 8708 

5/1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定向種籽 2015年分區公園定向錦標賽 – 新界區 公開 城門谷公園 2504 8112 

6/1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沿徑定向錦標賽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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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短途定向接力賽 

 

暨 第一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公開 

 

國家/

地區 

代表 

 25048112 

26/1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中距離賽) 

暨 世界排位賽  

 

暨 第一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公開 

 

 

國家/

地區 

代表 

 25048112 

27/12/2015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短距離賽) 

暨 世界排位賽  

 

暨第一屆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公開 

 

 

國家/

地區 

代表 

 25048112 

3/1/2016 香港定向總會  2015年香港週年定向錦標賽 (長距離賽) 公開  2504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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