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RunF (手機 APP)
(MapRunF 將會更正名稱為: MapRun)
Android 下載: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au.com.fne.maprunf
iOS 下載:
https://apps.apple.com/au/app/maprunf/id1468994114
視頻: https://youtu.be/4VYEBCqcNb8
Facebook: @mapruns http://facebook.com/mapruns
MapRun: http://maprunners.weebly.com/
概述
澳洲的 MapRun (MapRunners) 是可使用智能手機 APP (MapRunF) 去跑定向、打卡及上傳成
績。
也可通過 Garmin 手錶的應用程式 (MapRunG) 導入賽事 (賽程) 的資料到多款有 Connect IQ
功能的 Garmin 手錶, 然後可如常使用實體定向地圖跑定向, 以及使用 Garmin 手錶去打卡及上
傳成績。
MapRun 的主要優點是可利用智能手機或 Garmin 手錶去打卡和計時,
根據 GPS 的訊號, 當進入起點, 就會自動開始計時; 當進入各控制點時, 就會自動打卡;
當進入終點, 時就會自動結束計時。要留意 GPS 訊號會有約 10m 的誤差。
也可不必預先在實地放置標誌和計時儀器, 所以沒有時間限制, 隨時都可以去跑儲存於 MapRun
伺服器/服務器、智能手機或 Garmin 手錶內的定向賽事, 並可上傳成績, 以供查閱個人成績及各
賽事成績, 甚至可留下評論。
使用 Garmin 手錶打卡, 需要預先為 Garmin 手錶安裝 MapRunG:
通過手機 APP “Connect IQ” 搜索 ”MapRunG” 然後安裝
下載 “Connect IQ”: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garmin.connectiq
iPhone: https://apps.apple.com/us/app/connect-iq-store/id1317652970
或
通過電腦 “Garmin Express” 搜索 ”MapRunG” 連接 Garmin 手錶, 然後安裝
下載 “Garmin Express”:
Windows: https://download.garmin.com/omt/express/GarminExpress.exe
Mac: https://download.garmin.com/omt/express/GarminExpress.dmg

參考以下”MapRunF-入門方法”之”2: 快速建立賽事”,
可以最快去體驗用手機及 MapRunF 跑定向、打卡及獲取成績。

參考以下 ”6. 用 Garmin 手錶 MapRunG 跑定向” 用手機 MapRunF 傳送賽事,
然後應用 Garmin 的 MapRunG 通過手錶打卡及上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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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unF-入門方法
1. 跑已建立的賽事
按主菜單的 ”Select Event” (選擇賽事),
去選擇賽事,
未公開的賽事需要輸入密碼 (PIN),
按主菜單的 “Options and Settings” (選項及設置),
在 “event Type” (賽事形式) 選取 Line (越野式),
按主菜單的 “Go to Start” (前往實地的起點),
用手機開始跑該定向賽事。
2. 快速建立賽事
2.1 按主菜單右下角的
2.2 按 ”Quick Start Event” (快速建立賽事), 利用網上地圖去建立賽事:
2.3 若開啟 ”Lines” (線式) 會在地圖上顯示控制點之間的連接線
2.4 選定起點位置, 在 ”Control ID:” (控制點編號) 輸入 S1, 按 “Add” (加)
2.5 如 2.4 步驟, 順序輸入各控制點編號 (Control Code)
2.6 選定終點位置, 在 ”Control ID:” (控制點編號) 輸入 F1, 按 “Add” (加)
2.7 按左下角的 ”Save” (儲存)
2.8 輸入賽事名稱, 按 “OK”
2.9 也可選取 “Select Map” (選取地圖), 採用標準的定向地圖代替網上地圖 (參考項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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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個人賽程
3.1 先應用 OCAD 整理地圖及賽程
參考: http://maprunners.weebly.com/ocad-maps-and-courses.html
視頻: https://youtu.be/a1C1Ioo_neY
3.1.1 導出 UTM / WGS 84 坐標系統的定向地圖至 KMZ 檔案 (File-檔案 Export-導出)
香港應用: Hong Kong 1980 Grid System
3.1.2 導出 UTM / WGS 84 坐標系統的 XML IOF 版本 2.0.3 的賽程至
XML 檔案 (Course Setting-賽程設計 Export-導出)
香港應用: WGS 84 Zone 50 North
起點用 S1; 終點用 F1
3.1.3 使用網上工具 http://www.p.fne.com.au/rg/cgi-bin/o-utils.cgi
將 XML 賽程文件轉換為 KML 賽程文件
將下載 zip 壓縮檔及解壓到不同賽程的 KML 檔案
(香港: 調整 KML 檔案內的經緯度誤差: -5.871623 E-Longitude, +14.910972 N- Latitude)
參考: https://www.latlong.net/ (Latitude and Longitude Finder)
3.2 使用 “MapRun Console” (地圖操作台) 上戴地圖 (KMZ) 及賽程 (KML) 檔案
記下左下角的 6 位數字地圖代碼 (The code is: ??????)
網址: http://www.p.fne.com.au/#/checksitesupload
3.3 到手機的ＭapRunF, 按主菜單右下角的
按 ”Check Sites” (檢查控制點位置)
輸入 6 位數字地圖代碼
按主菜單的 “Go to Start” (前往實地的起點, 用手機開始跑該定向賽事)
3.4 因為要調經緯度誤差是相當麻煩, 應用 “2. 快速建立賽事” 的步驟會比較快去建立賽事。

在手機 MapRunF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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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公開的賽事
當您準備進行公開活動時，請通過 support@fne.com.au 與 MapRun 聯繫，會為你首次建立
公開的定向賽事, 在此處理過程中，MapRun 會確定你的賽事將會放置在 MapRun 伺服器/服
務器的哪個 “文件夾” 中, 並會通知你或你的向會/俱樂部,
有關的管理員訪問權限，然後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定向活動。
5. 實際應用的操作例子
5.1 用 OCAD 建立各條賽程及一條只有起點及終點賽的假賽程;
並導出 UTM / WGS 84 坐標系統的 XML IOF 版本 2.0.3 的賽程檔案:

5.2 用 OCAD 建立 UTM / WGS 84 坐標系統的定向地圖的 KMZ 檔案

5.3 使用網上工具 http://www.p.fne.com.au/rg/cgi-bin/o-utils.cgi
將 XML 賽程文件轉換為 KML 賽程文件
將下載 zip 壓縮檔及解壓到不同賽程的 K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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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使用 “MapRun Console” (地圖操作台) 上戴地圖 (KMZ) 及賽程 (KML) 檔案
記下左下角的 6 位數字地圖代碼 (The code is:)
網址: http://www.p.fne.com.au/#/checksitesupload
目的是建立含有地理坐標參考資料定向地圖的 KMZ 檔案, 讓 MapRunF 可儲存備用:

5.5 在手機 MapRunF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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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pRunF 跑定向
5.6.1 用手機 MapRunF 跑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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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用手機 MapRunF 跑定向-成績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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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 Garmin 手錶 MapRunG 跑定向
6.1 按主菜單的 “Options and Settings” (選項及設置),
6.2 在 “GPS Watch Mode” (手錶狀態) 欄 連接 Garmin 手錶;
6.3 按主菜單的 “Send Event to my Garmin Watch” (發送賽事到我的 Garmin 錶),

6.4 在 Garmin 手錶選擇: Connect IQ 及 MapRunG, 逐次按 “ENTER” 兩次,
前往實地的起點, 用 Garmin 手錶開始跑該定向賽事

6.5 到訪完各控制點, 到達終點時, MapRunG 會自動計時, 選擇 “Save-Exit”, 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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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維持手機與 Garmin 手錶的藍芽連接,
通過手機 MapRunF 上載 Garmin 手錶的成續到 MapRun 伺服器/服務器,
按主菜單的 “Show Results” (顯示成績), 再按 “Get track from Garmin” (獲取 Garmin 軌跡
記錄)

6.6

參考上列成績上載的項目 ( 5.6.2 用手機 MapRunF 跑定向-成績上載),
查閱: 詳細打卡資料、

7. 後記
MapRun 的發展方向相當實際, 應可開發更多的功能,
最特色是可以發送賽事資料到 Garmin 手錶, 然後用 Garmin 手錶打卡。
在用戶操作上仍不算方便, 操作程序比較複雜, 需要改善的地方也很多,
有機會可以聯絡開發者, 提出建議。

頁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