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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 9 

9.4 a 戶外活動安全指引 

 

1. 引言 

 

本服務屬下各單位，會因應需要舉行各類活動，其中不少是戶外活動，例如：參觀、旅行、遠

足、單車、攀山、游泳、獨木舟、風帆、日營、宿營、野外露營等。意外往往是由於準備不足、

不小心或缺乏安全措施所引起。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可以把發生意外的可能性減至最低。所有

負責戶外活動的職員，應該參照下列指引，按個別或特殊情況，適當地運用常識、經驗、判斷

力和合適的安全措施，務求戶外活動可以安全及愉快地進行。 

 

2. 一般準則及準備事項 

 

2.1 除舉辦參觀、旅行、宿營等較低風險之戶外活動外，在舉辦其他戶外活動前須向單位主管

提交戶外活動《戶外活動/高危活動安全風險管理表》及《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表》內附：

活動計劃詳情，包括行程表、路線圖、出發時間、回程時間及緊急應變措施等。 

 

2.2 年齡不足十八歲的參加者，須填寫《健康申報聲明及參加活動家長/監護人同意書》，獲父

母／監護人同意才可以參加該活動。而游泳項目，年齡不足十歲的參加者，即必須在家長

/監護人，或其指定授權成人陪同下方能參加。 

 

2.3 負責職員應熟習活動場地或路線，並應在活動前作出安全評估及相關準備。(見戶外活動/

高危活動安全風險管理表) 

 

2.4 帶備有關的電話號碼及其他有關的安全物品。（見附錄一） 

 

2.5 按照適當的人手比例，安排足夠的工作人員及合適的義工。（見附錄二） 

 

2.6 隨時留意天氣的變化，並按照 SQS9.3《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惡劣天氣下之活動安排指引》

採取應變措施。 

 

2.7 負責職員必須出席所安排的活動，以便照顧參加者及處理突發事情。如負責職員受本身能

力局限（例如負責職員不懂游泳，但要安排一項水上活動），則應該安排有經驗及合資格

的導師或義工或其他職員協助帶領該活動或環節。而該職員亦必須留守在最接近活動場所

的地方，時刻與參加者保持聯絡。 

 

2.8  負責職員須於報名時，向參加者講解該活動所需之體能及其他相關要求，並讓其填寫《健

康申報表格及聲明》。本單位保留是否接受報名的權利，並有權要求參加者出示相關健康

証明再作評估。 

 

2.9 提醒參加者穿著合適的服裝及帶備所需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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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額外安全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某些活動需要額外的安全措施，現分述如下： 

 

3.1 參觀 

負責職員應該提醒參加者注意及遵守個別參觀場所的安全措施，並向參加者指明下一站的

集合時間及地點，以防組員失散。 

 

3.2  遠足／攀山 

3.2.1 在擬定路線時，應避免經過或進入危險地區，例如：練靶場、軍事演習區等，並考慮下

列各點：參加者的能力；遇上天氣不穩定，例如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或酷熱天氣警

告，單位主管應衡量活動風險，以決定應否進行該項活動 

 

3.2.2 按行程需要，配備合適裝備，如：攀山頭盔、頭燈等。 

 

3.2.3 單位主管如隨隊出發，應把一份行程表及路線圖，交給另一位不隨隊出發的職員。 

 

3.2.4 應有一位具急救知識之職員或義工隨行。 

 

3.2.5 確知最接近的救援地方如警署、郊野公園管理站的位置及電話。 

 

3.2.6 提醒參加者不可擅自離隊。 

 

3.2.7 指定有職員或義工殿後，確保沒有參加者落後甚至失去聯絡。 

 

3.2.8 經常點算人數，確保所有參加者沒有走失。 

 

3.2.9 盡量勸喻參加者切勿在旅途中吸煙，以免觸發山火。 

 

3.2.10 如遇迷途，集中全隊，保持鎮定，尋找明顯目標以便認定位置，決定應否按原路折回或

停留原處，並利用所攜帶的通訊設備如流動電話、哨子或電筒等向外求救。 

 

3.3  游泳 

3.3.1 游泳應在有拯溺員當值的海灘或泳池進行。如果游泳地點沒有拯溺員當值的地方，負責

職員必須懂得拯溺或安排合資格的拯溺員當值，避免在環境保護署公布為水質惡劣的海

灘游泳。 

 

3.3.2 應該分批及有秩序下水，以方便照顧，並由專人不時點算人數。 

 

3.3.3 當海灘掛上紅旗或鯊魚旗時，所有游泳活動應立即停止，參加者應盡速返回岸上。 

 

3.3.4 提醒參加者：過飽、過餓或身體感覺不適時，都不應下水，抽筋後更不要下水。不要在

水裏進行危險動作，例如“騎膊馬”。不要讓參加者單獨游泳。 

 

3.3.5 避免安排晚上在海灘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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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獨木舟及風帆 

3.4.1 除非所有參加者均考取初級(如：獨木舟三星)或以上資歷，具獨立進行相關活動能力，否

則必須在合格導師的督導下進行。（見附錄三） 

 

3.4.2 參加者必須穿上合規格的救生衣。 

 

3.4.3 教導參加者覆舟的處理方法。 

 

3.4.4 導師應熟悉活動區域的水流、潮汐、氣候及潛在的危險。 

 

3.4.5 提醒參加者確保符合基本要求。 

 

3.4.6 所有參加者都必須熟習一套彼此認同的通訊方法。 

 

3.4.7 如屬長程水上運動，須預先通知水警。 

 

3.4.8 切勿進入操炮區。 

 

3.4.9 嚴守海上防止船隻相撞的規則。 

 

3.5  野外露營 

3.5.1 負責職員或義工應有野外露營的經驗。 

 

3.5.2 避免在危險地區或不准紮營的地區紮營。 

 

3.5.3 不可在營幕內煮食或生火。 

 

3.5.4 出發前應檢查所有裝備是否足夠及適當。 

 

3.6  踩單車 

3.6.1 在擬定路線時，應避免經過或進入危險地區，例如：練靶場、軍事演習區等，並考慮下

列各點：參加者的能力；天氣情況：遇上天氣不穩定，例如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或

酷熱天氣警告，單位主管應衡量活動風險，以決定應否進行該項活動。 

 

3.6.2 必須配戴單車頭盔；和按行程需要，配戴其他合適裝備(如護膝)等。 

 

3.6.3 確知最接近的救援地方如警署、郊野公園管理站的位置及電話。 

 

3.6.4 出發前應提醒參加者檢查單車機件，確保機件運作正常。 

 

3.6.5 提醒參加者應避免讓單車互相碰撞。 

 

3.6.6 提醒參加者不可擅自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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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指定有職員或義工殿後，確保沒有參加者落後甚至失去聯絡。 

 

3.6.8 經常點算人數，確保所有參加者沒有走失。 

 

(以上分述的項目，並未能包括所有戶外活動項目，亦未能羅列該類型活動的所有安全事項，

同工應在每次推行活動時，按照當時的環境及自己的判斷，增加以上未有完善的部份，以提升

參加者及本身的安全保障。) 

 

 

註：本指引只適用於本地進行之戶外活動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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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9.4a 舉辦高危活動工作指引 

指引目的 

1. 讓參加者能在安全情況下參與高危活動。 

2. 確保本服務提供之高危活動在設計及執行上均合符安全程序。 

 
高危活動定義 

指在一般人均會合理地相信該活動有相當高危險性，亦相信該活動一旦發生意外，將會很大機

會造成參加者極嚴重受傷甚或死亡之活動，例如：高空繩網、溯溪、溜冰，各種極限運動等。 

 
基本原則 

1. 舉辦高危活動重點在於讓參加者有新的體驗與反省，或達到某種特定的訓練目的，而不是

單單向難度挑戰或尋求刺激，所以安排該活動時，安全是首要考慮因素。 

2. 除非參加者本身已暗熟相關活動之技巧及有足夠能力執行當中的安全事項，否則高危活動

均需由持有相關認可資歷人士帶領/指導、或在其直接督導下，由其指定人士帶領/指導。

同工若無相關資歷，即需聘用認可人士協助帶領/指導。 

3. 推行高危活動時，需有特定人士擔任急救及備有急救物品。  

 
事前準備 

1. 策劃時需作出安全風險評估，並填寫《戶外活動/高危活動風險評估表》。 

2. 訂定該活動之「參加者的安全及注意事項備忘」，並於活動前向參加者講解。 

3. 報名時參加者需填寫《健康申報表格及聲明》或《健康申報聲明及參加活動家長/監護人同

意書》，若懷疑其填補的健康情況不宜參加該活動，可要求其徵詢醫生意見後再遞交相關文

件。 

4. 如活動必須參加者擁有某技能或技術，活動前需作核實，如：查看其相關證書。 

5. 18 歲以下參加者，需獲家長書面同意方可參加。 

 
活動期間 

1. 當日提早到場，以評估環境(包括：天氣、場地等)及設備等，是否妥當及適合當日之活動。 

2. 活動正式開始前，必須進行該項活動之安全簡介，特別是提醒參加者須依照教練或導師指

示行動，勿私下擅自行動。 

3. 詢問參加者當下的身體狀況，以評估是否適合參與當日活動，或需作出其他安排。 

4. 若活動需配戴個人安全裝置，需確認有專人或程序檢查參加是否配戴妥當。 

5. 活動前應作適當熱身，活動後應作適當伸展活動。 

6. 活動過程中，留意參加者的狀態。提醒參加者若感不適，應停下來，並通知教練/導師/職

員。 

7. 按活動之劇烈程度，安排休息/飲水時間。 

 
活動後 

1. 詢問有沒有人於活動期間有任何受傷或不適，若有，須作記錄，並在適當時間內作電話跟

進。 

2. 記錄過程中有沒有弄致有人受傷的小意外(near miss), 以作改善舉辦類似活動的安全措施

之數據。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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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九 

9.4a 戶外活動/高危活動安全風險管理表 

評估項目 風險指數 就風險評估結果採取之措施  

1.場地/環境/程序 高 中 低  有 無 不適用 

(包括：天氣、季

節、活動時間、

場地設施、地理

環境、活動性

質、活動內容編

排等) 

   選擇合適的地點/場地/路線    

事前進行實地考察    

活動前查看天氣預報，活動進行期間注意天

氣變化 

   

認識活動之環境情況，活動進行期間注意環

境安全變化 

   

參閱相關活動指引來制定活動程序    

建立危機事故應對方案(如撤退路線等)    

為活動購買保險    

2.參加者 高 中 低  有 無 不適用 

(包括：年齡、體

質、體能、健康

狀況、相關技能/

知識/經驗、安全

意識、參與態

度、應付能力等) 

   選擇合適的活動內容/程序    

選擇合適的參加人數/年齡/體質    

評估參加者的體力及所需技能    

獲取參加者的健康及服藥狀況    

事前向參加者提供活動的相關資料，如個人

裝備、活動對體能的要求等 

   

活動前向參加者講解活動安全須知    

活動前詢問參加者身體狀況，活動進行期間

注意各組員身體狀況 

   

按活動需要，向參加者提供相關技能訓練    

確保參加者在活動期間有足夠的水或飲料    

3.人力/導師/教練 高 中 低  有 無 不適用 

(包括：人手比

例、專業知識/經

驗/技能/資歷、安

全意識、專業態

度、團隊溝通等) 

   擁有具急救知識人士負責急救    

根據活動人數，調配工作人員和參加者的比

例 

   

任命符合資格、有經驗的職員/義工/導師帶

領 

   

訂定工作團隊的溝通方法及機制    

4.設施/器材 高 中 低 設施 有 無 不適用 

(包括：合適性、

質素、數量、使

用難度、挑戰性

等) 

   選擇合適裝備/設施及正確使用    

職員攜帶所需應變用品：例如 手提電話，

急救箱，緊急連絡人的聯繫電話號碼等 

   

事前及事後檢查裝備/設施    

其他風險管理措施(請註明)：     

*本表格需於活動舉行前，連同《活動計劃及預算表》(包括活動計劃詳情)交單位主管。 
若上述 1~4 項中有任何一項或以上有被評為中風險或以上，應特別再向其滙報。 
 

填表人簽署：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署：             日期：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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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電話號碼及安全物品 

 

1. 負責職員應該在活動進行期間隨身攜帶下列電話號碼： 

i. 直屬主管與單位主管的辦公室及流動電話。 

ii. 參加者的聯絡電話副本（只供負責職員使用）。如果參加者不足十五

歲，則須包括參加者的父母／監護人的聯絡電話及流動電話。為避免

參加者的個人資料不必要地外洩，以及為了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的規定，負責職員所持有的參加者及其父母／監護人／家人的聯絡

電話副本，應在活動之後迅速銷毀；以及 

iii. 其他電話號碼，例如：香港電台、活動場地鄰近的警署、電召的士服

務、救護車服務及天文台的查詢天氣熱線等。 

 

2. 負責職員應按個別活動需要而決定該攜帶哪些物品。一般而言，下列物品

有助於防止或處理意外： 

i 流動電話／室外無線電對講機； 

ii. 急救用品。建議放入急救箱內的項目，包括：（a）繃帶；（b）三角巾；

（c）用完即棄膠手套；（d）彈性繃帶；（e）剪刀；（f）消毒黏性敷料

（各種尺寸）；（g）消毒紗布；（h）藥棉；（i）黏性膠布。（出發前應

該檢查這些用品是否清潔可用、分量是否足夠，以及藥物是否過期）； 

iii. 指南針； 

iv. 電筒（出發前應檢查電池是否有效，電筒是否運作如常）； 

vi. 應急食糧（例如朱古力、葡萄糖片、乾果等）； 

vii. 風褸／禦寒衣物； 

viii. 帽； 

ix. 食水； 

x. 火柴或打火機； 

xi. 雨傘； 

xii. 地圖； 

xiii. 哨子；以及 

x.iv. 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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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手比例 

 

1. 不同的活動需要不同的人手，這些人手包括職員、導師或義工。要制訂劃

一的人手比例，並不容易。一方面，不同的服務對象需要照顧的程度並不

相同。例如老人和兒童活動比一般青少年活動需要更多的人手；弱能人士

活動所需要的人手則更多；相反，家庭活動可能需要較少的照顧。另一方

面，人手的需求也因活動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負責職員應該根據實際

需要，安排足夠的人員照顧參加者，以下的人員比例只供參考： 

 
       弱能人士 

 家庭 成人 青年 兒童 老人 失聰 輕度弱智／ 

失明／ 

精神病康復者 

中度及嚴重 

弱智／痙攣 

 

坐輪椅／ 

肢體傷殘 

參觀 1:50 1:25 1:20 1:10 1:16 1:8 1:4 1:2 1:1 

日營／ 

旅行 

1:50 1:20 1:16 1:10 1:14 1:8 1:4 1:2 1:1 

宿營 1:16 1:16 1:16 1:8 1:12 1:8 1:4 1:2 1:1 

遠足 1:16 1:16 1:16 1:8 1:8 1:8 1:4 1:2 1:1 

野外露營 1:12 1:12 1:12 1:6 1:8 1:8 1:4 1:2 1:1 

水上活動 1:8 1:8 1:8 1:4 1:4 1:8 1:4 1:2 1:1 

攀山 1:6 1:6 1:6 1:4 1:4 1:8 1:4 1:2 1:1 

 

註：成人：18歲以上；青年：12 - 18歲；兒童：12歲以下；老人：60歲以上 

    若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參加活動，應按其需要類別及程度增強人手比例 

 

2. 某些活動，如射箭、划艇、繩網、攀山等，必須有合格的教練或有經驗的

導師在場。(有關教練資格將按相關場地或該活動總會規定而訂) 

 

3. 除非參加者的人數極少，否則負責職員應該盡量安排超過一名職員、導師

或義工帶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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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獨木舟的合格導師 

 

1. 考獲拯溺銅章，並通過認可團體的獨木舟技術測驗；或 

 

2. 考獲拯溺銅章，並獲認可團體頒授獨木舟教練證書。 

 

 

 

風帆的合格導師 

 

 

1. 考獲拯溺銅章，並通過認可團體的風帆舵手技術測驗合格；或 

 

2. 考獲拯溺銅章，並獲認可團體頒授風帆教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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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 9 

9.4b  歷奇活動安全指引 

 

目的: 

1. 讓參加者能在安全環境下參與歷奇活動。 

2. 確保本服務提供之歷奇活動在設計、推行上均合符安全程序。 

 

基本原則: 

1. 歷奇活動重點在於讓參加者有新的體驗與反省，而不是在於向難度挑戰或尋求刺

激，所以安排活動時，安全是首要考慮因素。 

2. 歷奇活動宜由曾受有關訓練或有組織過有關活動經驗之同工帶領，或在其督導下，

由其他人帶領。 

3. 歷奇活動中的中度風險(註 1)或以上之活動必須由有認可資歷的人士負責。 

4. 若聘用外間教練/導師提供歷奇活動時，需留意對方有否認可資歷。 

5. 推行歷奇活動時，需有特定人士擔任急救，及備有急救物品。 

 

設計歷奇活動須考慮事項: 

1. 同工在設計歷奇活動時，應先考慮參加者的能力、獨特性、場地、人手及活動的實

際目標，然後才決定選擇歷奇活動的內容及難度。 

2. 在設計每項歷奇活動時，都必須考慮其在安全上之安排，如安全設施、保護者(數目、

位置、姿勢等)、活動的潛在危險、對參加者之安全講解等。 

 

推行歷奇活動時的安全程序: 

1. 要確保每位帶領者均明白活動內容、其危險性、有關的安全事項及自己本身在安全

上的角色。 

2. 事前檢查場地及物品，以確保安全。 

3. 向參加者講解該項活動的安全事項，特別叮囑他們必須首先注意安全。 

4. 詢問參加者    有否特殊疾病、不適、受傷等，若有，即衡量是否適宜繼續參與該

項活動。 

5. 確保所有安全措施就緒，方可進行活動。 

6. 活動進行期間負責同工必須親自或授權予合宜之人士在場督導活動，確保活動在安

全情況下進行。 

7. 若參加者作出危險行為或過程中出現場地、器具或其他特殊變化，可能會對活動構

成危險，同工應立刻終止活動。 

8. 不同歷奇活動需按其個別的安全守則操作。 

9. 若活動期間出現意外，按緊急事故程序處理(服務標準 9.5)。 

 



樣本 Sample 

SQS 9.4b 

 頁二 

 

(註 1)中風險活動界定指標：(1) 參加者站立位置離地 0.5 米至 1.5 米 (例如：長椅上生日

排序項目)，及或(2) 活動的進行，可預計參加者有機會失去平衡而倒下(例如：全登上、

反斗飛氊、信心圈等項目)，或參加者有機會從一定高度跌下(例如：信任天梯、Low V

等項目)，或參加者須在一定高度下作跨越動作(例如：鱷魚潭、過懸崖等項目)，或參加

者需凌空進行活動(例如：泰山繩、拆炸彈等)，或需要將參加者抬舉(例如：電網、世界

之最等項目)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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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 9 

9.4c 使用交通工具接載服務使用者的安全守則 

 

（一） 所有需要提供交通工具予服務使用者的服務： 

 

1.1 服務單位的服務資料必須清楚說明集合時間、地點及負責職員之姓名； 

1.2 負責職員必須在集合地點向所有服務使用者簡介符合活動內容的安全事項，例如： 

(a)  不可以隨意在路上 / 海旁奔走，免生危險； 

(b) 若登上交通工具前需要橫過馬路，則必須儘量使用行人天橋、斑馬線、有行

人過路設施的交通燈或行人輔助線，若果沒有這些設施，則安排服務使用者

分批橫過馬路； 

(c)  若需要登上船隻，走過跳板時小心跳板及船隻的擺動； 

(d) 配戴交通工具內的安全帶，及不可以將身體任何部份伸出交通工具之外，免

生危險。 

1.3 若果需要在交通工具上進行遊戲、活動： 

負責職員必須避免或儘量減少服務使用者在交通工具上走動，免生危險、意外； 

1.4 點算人數： 

 每次乘搭交通工具時負責職員必須點算人數，以確保所有服務使用者已全部

登上交通工具，否則必須儘一切可能方法尋回有關之服務使用者； 

1.5 離開交通工具： 

離開交通工具前，負責職員需要提醒服務使用者留意交通狀況及小心，並參照

1.2 的安排； 

1.6 發生意外： 

1.6.1 若果乘搭的交通工具在途中發生意外而致有人受傷，負責職員必須首先向有

關當局求救，並評審當時的情況及決定服務是否按原訂程序進行，其後按下

述程序進行： 

（a） 在情況許可下由負責職員陪同傷者（若無家人、親友一起參予服務）前往醫

院； 

（b） 若情況不許可則必須詢問救護人員將會把傷者送往那間醫院，以便稍後前往

醫院跟進，若果服務裏有穩重可靠義工而又願意協助者，則負責職員可評審

當時的情況而委任義工陪同傷者往醫院，並與義工保持緊密聯繫及稍後前往

醫院跟進； 

（c） 儘快通知傷者家人往醫院探望，當會合了傷者的家人後，需要向他們說明事

件發生的過程； 

（d） 儘快通知直屬上司，知會有關意外的過程、成因、處理方法及事後跟進； 

（e） 負責職員回到服務單位工作時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事件報告」，單位

主管必須儘快跟進，包括即時知會服務總主任、安撫當事人及其家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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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處理保險事宜等。 

1.6.2 若果發生意外而負責職員及服務使用者同時受傷，則所有服務程序終止，在

情況許可下負責職員儘快安排通知傷者家人及直屬上司，由後者前往醫院探

望及處理事故； 

1.6.3 若果發生意外而無任何服務使用者受傷，負責職員須評審當時的情況及決定

服務是否按原訂程序進行。事後儘快通知直屬上司及填寫「突發事件報告」，

遞交予單位主管，以便跟進。 

1.7 事件處理完結後，服務單位宜在職員會議中檢討處理事件的過程，總結經驗，作為

日後參考。 

 

（二） 服務單位週圍環境的交通安全 

2.1  若果服務單位的正門或服務使用者經常使用的通道外剛好建有馬路，服務單位的

同事們需要經常提醒服務使用者小心橫過馬路；此外，亦應促請有關當局在上述

路段設立行人過路設施； 

2.2  各服務單位宜就單位所處環境交通安全的需要而製訂相關的措施。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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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更新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九：使用交通工具接載服務使用者流程圖 

 

 

 

 

 

 

 

 

 

 

 

 

 

 

 

 

 

 

 

 

 

服務進行前：詢問處存放集合時間、地點及負責職員之姓名的服務資料 

集合出發前，負責職員向參加者說明橫過馬路、登船及在交通工具上的安全守則 

在交通工具中：（1）若安排活動、遊戲則儘量減少參加者走動；（2）每次登上交通工具必須點算人數 

發生意外而有人受傷，向有關當局求助 

參加者及負責職員受傷 
參加者受傷 發生意外而無人受傷 

評審服務是否按原訂程序進行 
所有服務程序終止 

負責職員不能陪同傷者前往醫院，詢

問救護人員將把傷者前往那間醫

院，稍後往醫院跟進 

負責職員委任義工陪

同傷者前往醫院，稍

後往醫院跟進 

 

通知傷者家人往醫院探望，當會合了傷者的家人後，需要向他們說明事件發生的過程 

儘快通知直屬上司，知會有關事件的過程、成因、處理方法及事後跟進 

負責職員於事後必須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事件報告」，單位主管以便儘快跟進 

情況許可時，通知傷者

家人往醫院探望 

情況許可時通知直屬上

司，後者前往醫院跟進 

同工必須一起檢討有關事故的處理方法，以作為改善日後處理同類事件方法的標準 

直屬上司儘快填寫及遞交「突發

事件報告」，單位主管儘快跟進 

評審服務是否按原訂

程序進行 
負責職員陪

同傷者前往

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