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ctoria 162 - Newsletter #1 

 環保, 跑手包, 起終點, 營地,  

行李, 酒店推薦, 交通安排 

 

 所有賽事適用 

 

1. 

 

本地跑手包  

 各跑手可於 3/25 (日) – 3/28 (三) 在 Decathlon 旺角店領取跑手包. 跑手號及跑手包領取信, 將

於 3 月中發放.  

:  

地址: 九龍旺角彌敦道 625-639 號雅蘭中心地庫  

(旺角站 E1 出口) 

 

2 國際跑手包 

 國際跑手如於 3/28(三) 或以後抵港, 可於 3/29 3pm-9pm 於東涌營地, 或在開賽前不少於 30 分

鐘前, 於各賽起點完成裝備檢查, 並領取跑手包.  

 

3. 環保事宜 

 1 為響應綠惜地球的源頭減廢, 各跑手的參賽必須裝備, 除個人碗具外, 將增加”個人餐具”一

項. 各 CP 不會提供即棄刀叉湯匙. 部分 CP 將會提供粥, 通粉之類, 因此自備餐具尤為重要.  

 

2  CP 的垃圾將分為:  

a) 可回收膠類,  

b) 食物殘渣,  

c) 及一般廢物. 

請各跑手注意投放垃圾時按分類放好, 以順利進行回收.  

 

3  惜食堂是我們的受惠機構, 本賽所有剩餘的未開封食物, 均會經挑選後轉贈惜食堂. 因此我

們亦重視不可浪費食物, 各跑手請按自己食量取用補給, 減少浪費.  



 

 

 

4. 防水外套 

 春季天氣變化多, 為應付野外突變如大雨大風之天氣, 跑手之防水外套需要有如 UTMB 標準的

10,000 psi 水柱壓; 一般耐水物料, 5000 以下的在大雨情況下將不敷應用, 請跑手注意.  

 

UTMB 標準: “Jacket with hood which will withstand bad weather in the mountains and made 

with a waterproof* and breathable** membrane (eg. Outdry) *minimum recommended 10 000 

Schmerber” 

http://utmbmontblanc.com/en/page/143/obligatory-equipment.html 

 

Decathlon 有售的合規防水外套:  

https://www.decathlon.com.hk/en/p/women-s-mh500-waterproof-mountain-hiking-rain-jacket-iris-blue/_/R-p-

10600?mc=8492360&c=PINK 

 

  

 

  

http://utmbmontblanc.com/en/page/143/obligatory-equipment.html
https://www.decathlon.com.hk/en/p/women-s-mh500-waterproof-mountain-hiking-rain-jacket-iris-blue/_/R-p-10600?mc=8492360&c=PINK
https://www.decathlon.com.hk/en/p/women-s-mh500-waterproof-mountain-hiking-rain-jacket-iris-blue/_/R-p-10600?mc=8492360&c=PINK


 

 

 

 
V162  

 

 

1. 

 

接送安排  

 賽會在 3/30 早上接送各參賽者前往東涌起點.  

港島上車站: 4：45 am 灣仔地鐵站 B1 出口, 中旅社外,  

(https://goo.gl/maps/e5BaktVrTm72, https://j.map.baidu.com/wQI4O) 

九龍上車站: 5：05 am 旺角地鐵站 C3 出口, 康德斯酒店外, 

(https://goo.gl/maps/kNCskqA1jxJ2, https://j.map.baidu.com/gLI4O) 

新界上車站: 5：20 am 荃灣地鐵站 B3 出口, 地面村巴站外. 

(https://goo.gl/maps/ft6LhnAWZKy , https://j.map.baidu.com/ByI4O)  

預計 6 點正到達東涌起點.  

 

由於港鐵頭班車最早只在 6:40 分到達東涌, 並且起點離地鐵站約有 10 分鐘步程, 建議選乗穿

梭巴士而避免乗搭港鐵。若跑手選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請確定清楚往起點之路線, 以免延誤

上線.  

 

2. 完賽時間之調整  

 iTRA 積分計算時, 要求將非行走時間扣除, 因此 V162 選手所完賽選手之完賽時間, 將會統一

扣除 30 分鐘的港鐵時間.  

(根據港鐵官網, 東涌-荔景需 19 分, 油塘往鰂魚涌需 4 分.  

例: 大會完賽時間顯示為 39 小時 15 分的話, 最終的官方完成時間 調整為 38 小時 45 分.  

 

3. 中繼包及終點行李 

 - 中繼包. V162 跑手可放置一中繼包, 該包將會在 N5 扶輪領取. 跑手的中繼包內不用的物資, 

將運往終點堅城供賽後領取.  

 

- 終點行李. V162 跑手終點行李, 可在堅尼地城領取.  

 

4. 賽區之間交通 

 -  東涌至荔景: 跑手需自備有足夠餘額的八達通乘坐港鐵, 由東涌搭 3 站 （經欣澳及青衣）往

茘景下車.  

https://goo.gl/maps/e5BaktVrTm72
https://goo.gl/maps/kNCskqA1jxJ2
https://goo.gl/maps/ft6LhnAWZKy


 

 

- 油塘至鰂魚涌: 

- 3/31 午夜 1:00am 前: 跑手需自備有足夠餘額的八達通乘坐港鐵, 由油塘搭 1 站到鰂魚涌.  

- 3/31 午夜 1:00am - 6:00am: 港鐵深夜停止營運, 跑手可乘坐賽會每半小時 (正點及 30 分開

出)的穿梭車往鰂魚涌. 亦可自行乘的士或由支援隊接載過海.  

- 3/31 早上 6:00am 後: 港鐵復駛, 跑手需自備有足夠餘額的八達通乘坐港鐵, 由油塘搭 1 站

到鰂魚涌. 

 

5. 建議住宿 

 

 a) 可於灣仔, 旺角及荃灣住宿, 方便搭乘穿梭巴士往起點.  

b) V162 起點於東涌, 選擇近起點者, 可於東涌 Citygate 住宿, 早上步行往起點.   

c) V162 終點於堅尼地城, 選擇住宿近終點者, 可於堅尼地城 Hotel Jen 住宿.  

 

6. 國際跑手.  

 跑手包:  

國際跑手可選擇於 Decathlon Mongkok 領取跑手包, 若跑手於 3/29 或以後抵港, 可於 3/29 日

3pm-9pm 於東涌營地, 或 3/30 早上 6:30 前於東涌起點領取跑手包.  

 

行李寄存.  

為提供最佳體驗, 國際跑手可寄存不超過兩件大於賽會行李袋的行李, 寄往終點.  

 

  



 

 

 3-day Challenge / 3-day race 

1. 簡介會及裝備檢查  

 3 日賽開賽前一晚, 設有賽前簡介會, 當晚會預先檢查裝備, 並可讓跑手進一步了解三日賽賽

例. 簡介會有小食佐飲準備.  

 

時間 – 3 月 28 日晚上 7:30pm – 9:30pm 

7:30 – 8:00 : 裝備檢查 

8:00 – 8:15 : 選手簡介 

8:15 – 8:45 : 賽例簡介 

8:45 – 9:30 : 路線介紹 

 

國際選手如因航班關係未能出席, 可於開賽當日 3/29 早上 7:30 – 8:00 於東涌起點領取跑

手包及檢查裝備. 開賽前未檢查裝備者, 不可出發.   

  

2. 營地.  

 3 日挑戰賽 及 3 日賽 的營地地點如下.  

 

3/29 (四)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Buddhist Youth Camp  

https://goo.gl/maps/CQkATMjh1xv  

https://j.map.baidu.com/v-LnO  

 

營地設施: 硬地戶外營區, 廁所, 浴室, 帳篷, 流質補給及熱水供應 (3 日挑戰賽專用), 室內禮

堂熱食區(3 日賽專用) , 有限電源  

 

3/30 (五)  

體藝 90'S 康體訓練中心 Physartrain 90's  

https://goo.gl/maps/hGqDwoEctdC2  

https://j.map.baidu.com/PqNnO  

 

營地設施: 硬地戶外營區, 廁所 (茶果嶺道公廁及浴室, 離營地 100 米) , 浴室 (只在早上 7-

9am - 4:30-8:30pm 開放) , 帳篷, 流質補給及熱水供應 (3 日挑戰賽專用), 室外熱食區(3 日賽

專用) , 有限電源  



 

 

 

Decathlon Hong Kong 秉承一貫注重戶外經驗的宗旨, 將為三日賽跑手提供帳篷, 燈具及其他戶

外用品在營地使用.  

 

3. 賽區之轉換 

 賽會將帶領各選手, 於開賽前 1 小時乘港鐵轉賽區, 即 Day 2 - 6:00am 由東涌往茘景, 以及 Day 

3 8:00am 由油塘往鰂魚涌. 離開營地時間會比此時間再早些。跑手需自備有足夠餘額的八達通

乘坐港鐵. 

 

於賽區轉換前, 跑手需要進行簡單的必要裝備抽查, 若有不足裝備則無法繼續比賽.  

 

4. 3 日賽挑戰賽之規則  

 有關自給自足的規則, 於報名時已由各跑手簽妥已閱, 以下是進一步的詮釋.  

 

跑手不得在 CP 進食賽會之固體食物 (包括半固體的粥, 湯粉及糖水) , 賽會只提供水, 熱水, 

運動飲料. 每個跑手的號碼布均有一個大”X” 以供賽會人員識別, 違例取用食物者將被每一項

罰時 1 小時處理, 由賽會作最終決定不得異議.  

 

跑手亦不可在營地取用供給 3 日賽選手的簡餐.  

 

與其他組別不同, 跑手為自給自足原則, 亦不得在賽道沿途補給飲食. 違例者亦與取用 CP 食

物處理.  

 

以上賽例乃為貫徹自給自足精神, 亦為其他遵守賽例, 不靠外力, 自負所有重量的跑手得到公

平競爭的基礎.  

 

5. 建議住宿 

 3 日賽起點於東涌, 選擇近起點者, 可於東涌 Citygate 住宿, 早上步行往起點.   

3 日賽終點於堅尼地城, 選擇住宿近終點者, 可於堅尼地城 Hotel Jen 住宿.  

 

 

  



 

 

 
L40  

1. 第一段 及 大澳市區 

 L40 第一段 L0 – L1 將由海平線, 直接爬升至本港最高有山徑可達的高點 934 米鳳凰山頂, 再

下降天梯至昂平. 該段的 cutoff 時限為讓同時負重出發的 3 日賽跑手不致無法完成, 已延長至

3.5 小時. 建議跑手仍需好好掌握時間. 

 

L3 大澳後, 賽道將進入大澳市區, 巷道較窄, 請保持禮貌, 尊重遊人及居民.   

 

2. 行李安排.  

 L40 的選手可用寄存包寄存行李, 3/29 晚上 9:00pm 或之前於 L5 終點東涌營地取回.  

若選手未能完賽又未在限時取回, 亦可在 3/31 23:59 前, 於 V162 終點 H5 堅城 取回行李 

 

3. 起點及終點 

 起點 – 東涌電訊大樓: 東涌站 D 出口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SjhWdNbEs8L2 

終點 – 東涌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Google map:https://goo.gl/maps/CQkATMjh1xv  

 

4. 建議住宿 

 L40 起點及終點均於東涌, 近機場, 可於東涌 citygate 住宿, 步行約 10-15 分鐘往起點. 亦可住

宿於任何市區酒店, 3/29 早上乘坐港鐵往東涌.  

 

 

  

https://goo.gl/maps/SjhWdNbEs8L2
https://goo.gl/maps/CQkATMjh1xv


 

 

 N80  

1. 縮短時限 

 N80 以及 3 日挑戰賽/ 3 日賽的第二日, 比賽限時因為許可証關係, 將會縮短至 24 小時, 調整

後新的 cutoff 時限已在網頁內公佈.  

 

2. 行李安排.  

 N80 的選手可用寄存包寄存行李, 3/31 早上 7:00am 或之前於油塘終點取回. 若選手未能完賽

又未在限時取回, 亦可在 3/31 23:59 前, 於 V162 終點 H5 堅城 取回行李.  

 

3. 起點及終點  

 起點 - 荔景: 茘景山道遊樂場, 茘景站 A1 出口 3 分鐘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iDgVWPK6tfk ) 

終點 – 油塘: 油塘道遊樂場出口, 油塘站 B2 出口 5 分鐘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mW9gqQQHprs ) 

 

4. 建議住宿 

 N80 起點於荔景, 選擇近起點者, 可於青衣, 旺角及荃灣住宿, 乘港鐵往起點.  

N80 終點於油塘, 選擇住宿近終點者, 可於觀塘, 將軍澳或鰂魚涌住宿.  

 

 

  

https://goo.gl/maps/iDgVWPK6tfk
https://goo.gl/maps/mW9gqQQHprs


 

 

 H42  

1. 起步禮 , 報到及裝備檢查 

 a) H42 是最多人數參加的賽事, 因此 Victoria 162 的起步禮也會設在 H42.   

 

b) 海外跑者眾多, 各海外跑者務必要提早時間到達, 早上 7:30 – 8:30 報到並領取跑手包.  

 

c) 裝備檢查: 為安全起見, 我們在起點會為所有的跑者進行裝備檢查, 完成後方會錄得起步紀

錄並前往起步區. 請各跑手 8:45 前完成檢查.   

 

2. 摩星嶺 – H5 終點前的閘口 

 地政署近日將 H42 尾段, 由摩星徑道下山至域多利道的樓梯盡頭的鐵閘上鎖, 導致跑手需要另

覓方法跨出大路. 各跑手如需試路, 請留意該段路有可能無法通過. 我們已部門反映此事, 落

實在比賽當日該閘不會鎖上, 賽會亦已準備後備路線, 於摩星嶺徑一直西行回到域多利道與摩

星嶺道交界, 沿域多利道北行回終點.  

 

3. 行李安排.  

 H42 的選手可用行李包寄存終點行李, 3/31 晚上 23:59am 或之前於 H5 堅城終點取回.  

 

4. 起點及終點  

 起點 – 渣華道遊樂場: 鰂魚涌站 C 出口 5 分鐘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v6tHK3c95rL2 ) 

終點 – 西寧街花園: 堅尼地城 A 出口 15 分鐘; 堅尼地城巴士總站 3 分鐘 (5B, 10, 101, 104, 1, 

43M, 973, A10)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smzG25x7GS42 ) 

 

5. 建議住宿 

 H42 起點於鰂魚涌, 選擇進宿近起點者, 可於旁邊的 Harbour Plaza North Point 住宿.  

H42 終點於堅尼地城, 選擇住宿近終點者, 可於堅尼地城 Hotel Jen 住宿.  

 

 

https://goo.gl/maps/v6tHK3c95rL2
https://goo.gl/maps/smzG25x7GS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