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21 Hong Kong Team Selection (JWOC) 

Notice for 1st Technical Test 

  

Date  ： 28 Mar 2021 (Sunday) 

Assembly Time ： 09:30 am 

Assembly Location ： Ngau Liu (see location map below) 

Test Duration ： 10:00am – 12:00noon 

Start Draw        ： Will be done by OAHK one day before the Technical Test and 

start list will be sent to the Junior Squad Whatsapp group before 

1800 hours on 27 Mar 2021 

First Start         ： 10:00am 

Area of Test ： Ngau Liu 

Type of Test ： Cross Country Type Orienteering Course 

Event Classes ： JWOC – M20 & W20 

Time allowance ： 90 minutes 

 

      

Class Course Approximate Length(KM)* 

M20 A1 3.5 

W20 A2 3.2 

* Provisional course length 

 

What to bring: 

Compass, SI card, orienteering suit and footwear, watch, A4 size map case, drinking water, 

snack, sunburn preventive product, umbrella or the like, insect repellent, personal need......etc 

 

How are to access: 

Take Bus 51 (Sheung Tsuen-bound) from Nina Tower Bus Terminus or the bus stop atop of 

the Tsuen Wan Railway station. Get off at bus stop "Tai Mo Shan Country Park" and walk for 

5 minutes. 

 

Inclement weather arrangement: 

Technical test will be cancelled under the following weather conditions/warning sign 

issued/hoisted by HKO. (2 hours before the selection test programme begins): 

i.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o. 3 or higher 

ii. Thunderstorm warning 

iii. Rainstorm warning 



香港定向總會 

2021 年度 香港代表隊選拔 (世界青少年定向錦標賽) 

笫 1 次技術測試通告 

日期 ： 2021 年 03 月 28 日 (星期日) 

集合時間 ： 上午 09 時 30 分 

集合地點 ： 牛寮 (見下圖) 

測試期間 ：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出發時間抽籤 ： 技術測試前一天由香港定向總會抽籤，出發名單在 2021 年 3

月 27 日下午 06 時前在 Junior Squad Whatsapp 群組發送 

笫一個出發時間 ： 上午 10 時 00 分 

測試地區 ： 牛寮 

測試形式 ： 越野式定向技術測試 

組別 ： 世界青少年定向錦標賽 - M20 & W20 組別 

時限 ： 90 分鐘 

 

組別 賽程 長度(KM)* 

M20 A1 3.5 

W20 A2 3.2 

*暫定 

 

 

請帶備： 

指南針，SI 指咭，定向服裝及鞋，手錶，地圖膠袋(A4)，幼咀地圖筆，飲用水/飲料，
補充食物/乾糧，防矖用品，雨傘/具及防水用品，蚊怕水，個人所需用品及藥物等。 

 

交通及前往方法 (見下圖)： 

從如心廣場巴士總站或荃灣地鐵站頂上的巴士站乘坐 51 路巴士（上村方向）。 
在“大帽山郊野公園”巴士站下車，步行 5 分鐘。 
  
惡劣天氣安排： 

在香港天文台發出下列警告信號技術測試將會取消 (在當日測試舉行前 2 小時)： 

i. 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 

ii. 雷暴警告 

iii. 暴雨警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