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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世界定向越野日的官網上線囉
歷經多方努力，我們很榮
幸宣告WOD官網正式運
作！WOD 2016 的相關訊
息都詳載於官網。最新版
的「世界定向越野日電子
報 (WOD-info)」置於上方
中間，舊版則存放於檔案
庫 (Achieves box)。

「宣傳寶箱 (Promotion 
Kit) 」裡有活動商標、海
報、參與證書、貼紙、號
碼布等宣傳品，免費提供
下載使用。

活動報名
網站已開放報名，請儘速
登錄您的活動和聯絡人。
一旦完成報名，活動所在
地將顯示紅標，若同區域
內有多場活動，則會顯示
為紅圈。您可陸續上傳您
的定向地圖與活動照片。

網站已開放報名，請儘速
登錄您的活動和聯絡人。
一旦完成報名，活動所在
地將顯示紅標，若同區域
內有多場活動，則會顯示
為紅圈。您可陸續上傳您
的定向地圖與活動照片。

報名後續
官網首頁會顯示最新的報
名資訊。在世界定向越野
日當天，您也可以隨時掌
握來自世界各地的活動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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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成果回報
活動完成後，請回報參
與活動的人數、性別和
他們年齡層。當你回報
完成後，原來的紅標會
變成綠標。除了您個人
活動的數據外，您還可
瀏覽全國與全世界的活
動數據。藍標表示您現
所點選的活動資訊。

地圖與照片
您可以和全世界分享您
的地圖、照片、海報、
傳單或其他活動資訊。 

讓官網成為啟發眾人的
平台，並共同使定向越
野成為更酷、更棒的運
動。

回報年齡
請告訴我們參與者的年
齡層，這有助於國際定
向越野總會和其合作夥
伴推動定向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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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證書、傳單、商標、海報、號碼布、核對卡等…
官網的世界定向越野日「宣傳寶箱」，提供
大家各項宣傳品免費下載、列印和使用。

宣傳寶箱

DIPLOMA

Brian Porteous - IOF President

This diploma is proudly presented to

 

For great and strong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 Orienteering Day

May 11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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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坎培拉活動花絮
校園積分賽—最棒的「新手包」 
每週四上午的校園定向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引發熱潮。第一
次比賽辦在2015年3月，連續四周；經檢討改進後，同年
11月再辦第二次，總共有13隊、52個學生參與這場結合體
智的校園定向比賽。今年3月又辦了第三次，又新增了13
支隊伍。

這場比賽不僅熱烈且深具感染力，一推出就受到很大的關
注。由各校派出2男2女的混合接力隊伍，每週都在不同的
學校舉行比賽。積分賽是公認適合新手的校園定向活動，
它讓孩童們在加入定向俱樂部前有機會體驗到定向越野；
這也能幫助孩童們從偶發性的校園運動體驗，轉向規律且
長期的社區運動參與的最佳良方。關鍵在於：家長的參與
（在上午8點接送小孩）、更多的觀眾（9點到校的小朋友
剛好可以看到比賽進行）、具挑戰性（在陌生的校園環
境）和安全性（在學校的限定區域）。

更多照片和訊息可上Orienteering ACT的臉書專頁！

世界定向越野日全球花絮

Be Part of the Action - 11 May 2016 - in Australia

Can you hold a small local event?
•	 In	 your	 workplace	 /	 school	 or	 /	local	park	?
•	 At	 lunchtime	 /	 after	 school	 or	 /	after	work?
•	 In	the	daytime	or	/	with	lights	af-ter	dark?
•	 In	 a	 big	 city	 or	 /	 a	 remote	 loca-tion?

Contac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OD	2016”,	please	contact:

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 Göran	Andersson	
E-mail;	goran.andersson.rf@gmail.comTelefon:	070-601	53	26Malin	Björkqvist
E-mail;	malin.bjorkqvist@orienteering.or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OD 2016
Join	an	estimated	250,000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og	on	and	find	the	latest	WOD	news	from	25	countries.	Click	and	register	your	local	event	so	it	can	be	counted	in	this	world	 record	 attempt.	 Your	 location	 will	then	appear	on	a	world	map.	Follow	WOD	on	Facebook	and	spread	the	word.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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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Hässleholm的活動花絮（校園短距離賽）
13年前（2004年），來自Hässleholm定向俱
樂部的熱心教練Ivar Nilsson，開始在瑞典推
廣「校園短距離賽」。每年，在Hässleholm
市，有超過700位4-6年級的學生參與這場團
隊比賽。今年的比賽將辦在5月11日。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4 

1 : 5 000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5 

1 : 5 000

mer info:
www.worldorienteeringday.com

Hässleholm, Skol-Sprinten      ÅR 6 

1 : 5 000

世界定向越野日全球花絮



變臉
可以用來變臉的軟體有：

• Pencil Sketch
• Face Changer
• YouCam Makeup

在Google Play上可以找到
更多免費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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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nberga skola, Norrtälje          Stjärn-OL, 1 kontroll, del A  

Teckenförklaring

Hus, byggnad
Skärmtak, berg i dagen
Odlad mark, gräsmatta

Halvöppen mark
Sandyta

Hårt underlag, asfalt, grus

Undervegetation

Öppen mark i skog

Tät skog
Tomt, rabatter, blommor
Väg, parkväg
Stor stig/liten stig
Staket, opasserbar

Mur, plank, opasserbar
Bord/blomsterrabatt
Häck, hög rabatt

Fotbollsmål/parkbänk
Träd; stort och litet
Utmärkande träd/buske
Trappa 

Staket, passerbar

 OBS! Här får man inte springa! 

Skog

Sten, betongklump/brunn
Pelare/lekställning
Höjdkurvor/lutningsstreck
Liten höjd/stock, mur

Flaggstång, liten stolpe
Större stolpe/lyktstolpe

Beståndsgräns
Vattendike
Brant, opasserbar

Skola: Svanberga skola 
Kontakt: Erica Samuelsson
E-mail: 
erica.samuelsson@norrtalje.se
Kartan ritad av: Göran Andersson

世界定向越野日當天可以怎麼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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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打孔的玩法
學校師長的搞笑臉
利用「星形定向（星形接力）」來玩樂趣定向。所有
學生的地圖上都只有一個檢查點，讓他們到各個檢查
點時，用拍照來取代打孔。好玩的是他們必須去拍到
學校師長們的照片，然後用各種軟體來變出搞笑臉
照。或者也可以請學校師長們先拍下自己的鬼臉，印
出A5大小的照片並護貝好，貼在不同檢查點的位置。
學生們回到終點時，必須秀出所找到的鬼臉照片。

例：變裝照片

例：搞笑照片



斯洛伐克的傳單

在下期的電子報和官網上，SILVA 和 EMIT 將推出世界
定向越野日的特殊商品和優惠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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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宣傳

俄羅斯的超大型海報

由於我們慎選合作夥伴，希望讓國際定向越野協會和
合作夥伴都可從合作中受惠。世界定向越野日的活動
將由合作夥伴獨家贊助。由於世界定向越野日是一歷
年性活動，夥伴關係以一年或數年簽訂，此舉有利於
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讓合作夥伴能對青少年朋友們
做出實際的貢獻。

我們很樂於宣布定向越野的兩大重要企業夥伴，將加
入國際定向越野總會共同經營世界定向越野日的活
動。

SILVA 和 EMIT 兩大企業在定向越野界聲名遠播，產品
在創新和設計都屬先驅。 

SILVA 和 EMIT，新的活動合作夥伴



土耳其的宣傳活動
看看他們給各俱樂部和學校的6頁宣傳單，土耳其的活
動看來相當積極且熱烈。
他們的表現令人期待！

挪威的網站 
挪威定向越野協會的網站上
也有世界定向越野日的專屬
網頁。俱樂部和學校可在此
找到相關訊息和各種活動提
案。許多俱樂部都已經準備
好要迎接一個「又酷又棒」
的5月11日了！

連結：
http://orientering.no/laering/ver-
dens-o-dag/

WOD2016的主要聯絡人
有 關 世 界 定 向 越 野 日 的 資
訊，請洽詢：
Göran Andersson; 
goran.andersson.rf@gmail.com
Malin Björkqvist; 
malin.bjorkqvist@orienteer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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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宣傳

臺灣地區的資訊，請洽詢：
莊珮琪 chuangpeichi@hotmail.com
謝清良 b503830@yahoo.com.tw 
世界定向越野日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77706999035082/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http://www.ctoa.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