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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世界定向运动日的官网上线啰
历经多方努力，我们很荣
幸宣告WOD官网正式运
作！WOD 2016 的相关讯
息都详载于官网。最新版
的“世界定向运动日电子
报 (WOD-info)”置于上方
中间，旧版则存放于档案
库 (Achieves box)。
“宣传宝箱 (Promotion Kit)
”里有活动商标、海报、
参与证书、贴纸、号码布
等宣传品，免费提供下载
使用。

活动报名
网站已开放报名，请尽速
登录您的活动和联络人。
一旦完成报名，活动所在
地将显示红标，若同区域
内有多场活动，则会显示
为红圈。您可陆续上传您
的定向地图与活动照片。
您的姓名、电子信箱和电
话号码对我们工作团队相
当重要；然而，您可选择
是否公开您的联络资讯。

报名后续
官网首页会显示最新的报
名资讯。在世界定向运动
日当天，您也可以随时掌
握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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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成果回报
活动完成后，请回报参
与活动的人数、性别和
他们年龄层。当你回报
完成后，原来的红标会
变成绿标。除了您个人
活动的数据外，您还可
浏览全国与全世界的活
动数据。蓝标表示您现
所点选的活动资讯。

地图与照片
您可以和全世界分享您
的地图、照片、海报、
传单或其他活动资讯。
让官网成为启发众人的
平台，并共同使定向运
动成为更酷、更棒的运
动。

回报年龄
请告诉我们参与者的年
龄层，这有助于国际定
向运动总会和其合作伙
伴推动定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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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宝箱
参与证书、传单、商标、海报、号码布、核对卡等…
官网的世界定向运动日“宣传宝箱”，提供
大家各项宣传品免费下载、列印和使用。

DIPLOMA
This diploma is proudly presented to

For great and strong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 Orienteering Day
May 11th 2016

Brian Porteous - IOF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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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定向运动日全球花絮
澳洲坎培拉活动花絮
校园积分赛—最棒的“新手包”
每周四上午的校园定向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引发热潮。第一
次比赛办在2015年3月，连续四周；经检讨改进后，同年
11月再办第二次，总共有13队、52个学生参与这场结合体
智的校园定向比赛。今年3月又办了第三次，又新增了13
支队伍。
这场比赛不仅热烈且深具感染力，一推出就受到很大的关
注。由各校派出2男2女的混合接力队伍，每周都在不同的
学校举行比赛。积分赛是公认适合新手的校园定向活动，
它让孩童们在加入定向具乐部前有机会体验到定向运动；
这也能帮助孩童们从偶发性的校园运动体验，转向规律且
长期的社区运动参与的最佳良方。关键在于：家长的参与
（在上午8点接送小孩）、更多的观众（9点到校的小朋友
刚好可以看到比赛进行）、具挑战性（在陌生的校园环
境）和安全性（在学校的限定区域）。
更多照片和讯息可上Orienteering ACT的脸书专页！

Be Part of the Action - 11
Can you hold a small local
•
•
•
•

May 2016 - in Australia

event?

In your workplace
/ school or /
local park ?
At lunchtime / afte
r school or /
after work?
In the daytime or
/ with lights after dark?
In a big city or /
a remote location?

Contact
To get more info
rmation about ”W
OD
2016”, please contac
t:
International Orient
eering Federation
Göran Andersson
E-mail; goran.anders
son.rf@gmail.com
Telefon: 070-601 53
26
Malin Björkqvist
E-mail; malin.bjorkq
vist@orienteering.org

WOD 2016

Join an estimated 250
,000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og on and
find the latest WOD
news from 25 countri
es. Click and registe
r
your local event so
it can be counted in
this
world record attemp
t. Your location will
then appear on a wo
rld map. Follow WO
D
on Facebook and spr
ead the word.

www.worldorienteeringda
y.com
(un
der construction)

传单100 x 210 mm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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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定向运动日全球花絮
瑞典Hässleholm的活动花絮（校园短距离赛）
13年前（2004年），来自Hässleholm定向具
乐部的热心教练Ivar Nilsson，开始在瑞典推
广“校园短距离赛”。每年，在Hässleholm
市，有超过700位4-6年级的学生参与这场团
队比赛。今年的比赛将办在5月11日。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4

1 : 5 000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5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1 : 5 000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6

1 : 5 000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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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定向运动日当天可以怎么玩！
不需打孔的玩法
学校师长的搞笑脸
利用“星形定向（星形接力）”来玩乐趣定向。所有
学生的地图上都只有一个检查点，让他们到各个检查
点时，用拍照来取代打孔。好玩的是他们必须去拍到
学校师长们的照片，然后用各种软体来变出搞笑脸
照。或者也可以请学校师长们先拍下自己的鬼脸，印
出A5大小的照片并护贝好，贴在不同检查点的位置。
学生们回到终点时，必须秀出所找到的鬼脸照片。

变脸
可以用来变脸的软体有：
•
•
•

Pencil Sketch
Face Changer
YouCam Makeup

在Google Play上可以找到
更多免费的软体。

Svanberga skola, Norrtälje

Stjärn-OL, 1 kontroll, del A
Teckenförklaring
Skog
Hus, byggnad
Skärmtak, berg i dagen
Odlad mark, gräsmatta
Undervegetation
Halvöppen mark
Sandyta
Öppen mark i skog
Hårt underlag, asfalt, grus
Tät skog
Tomt, rabatter, blommor
Väg, parkväg
Stor stig/liten stig
Staket, opasserbar
Staket, passerbar
Mur, plank, opasserbar
Bord/blomsterrabatt
Häck, hög rabatt
Beståndsgräns
Vattendike
Brant, opasserbar
Fotbollsmål/parkbänk
Träd; stort och litet
Utmärkande träd/buske
Trappa
Större stolpe/lyktstolpe
Flaggstång, liten stolpe
Sten, betongklump/brunn
Pelare/lekställning
Höjdkurvor/lutningsstreck
Liten höjd/stock, mur

OBS! Här får man inte springa!
Skola: Svanberga skola
Kontakt: Erica Samuelsson
E-mail:
erica.samuelsson@norrtalje.se
Kartan ritad av: Göran Andersson

例：搞笑照片

Svanberga skola, Norrtälje

Stjärn-OL, 1 kontroll, del A
Teckenförklaring
Skog
Hus, byggnad
Skärmtak, berg i dagen
Odlad mark, gräsmatta
Undervegetation
Halvöppen mark
Sandyta
Öppen mark i skog
Hårt underlag, asfalt, grus
Tät skog
Tomt, rabatter, blommor
Väg, parkväg
Stor stig/liten stig
Staket, opasserbar
Staket, passerbar
Mur, plank, opasserbar
Bord/blomsterrabatt
Häck, hög rabatt
Beståndsgräns
Vattendike
Brant, opasserbar
Fotbollsmål/parkbänk
Träd; stort och litet
Utmärkande träd/buske
Trappa
Större stolpe/lyktstolpe
Flaggstång, liten stolpe
Sten, betongklump/brunn
Pelare/lekställning
Höjdkurvor/lutningsstreck
Liten höjd/stock, mur

OBS! Här får man inte springa!
Skola: Svanberga skola
Kontakt: Erica Samuelsson
E-mail:
erica.samuelsson@norrtalje.se
Kartan ritad av: Göran Andersson

例：变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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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宣传
俄罗斯的超大型海报

斯洛伐克的传单

SILVA 和 EMIT，新的活动合作伙伴
由于我们慎选合作伙伴，希望让国际定向运动协会和
合作伙伴都可从合作中受惠。世界定向运动日的活动
将由合作伙伴独家赞助。由于世界定向运动日是一历
年性活动，伙伴关系以一年或数年签订，此举有利于
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让合作伙伴能对青少年朋友们
做出实际的贡献。
我们很乐于宣布定向运动的两大重要企业伙伴，将加
入国际定向运动总会共同经营世界定向运动日的活
动。
SILVA 和 EMIT 两大企业在定向运动界声名远播，产品
在创新和设计都属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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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期的电子报和官网上，SILVA 和 EMIT 将推出世界
定向运动日的特殊商品和优惠组合。

其他国家的宣传
土耳其的宣传活动
看看他们给各具乐部和学校的6页宣传单，土耳其的活
动看来相当积极且热烈。
他们的表现令人期待！

挪威的网站
挪威定向运动协会的网站上
也有世界定向运动日的专属
网页。具乐部和学校可在此
找到相关讯息和各种活动提
案。许多具乐部都已经准备
好要迎接一个“又酷又棒”
的5月11日了！
连结：
http://orientering.no/laering/verdens-o-dag/

WOD2016的主要联络人
有关世界定向运动日的资讯，请洽询：
Göran Andersson; goran.andersson.rf@gmail.com
Malin Björkqvist; malin.bjorkqvist@orienteer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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