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兆暉  
民安處 行動及訓練主任 

電話：3651 9347 

網址 http://www.cas.gov.hk 

電郵：joseph_sf_chan@cas.gov.hk 

山嶺遠足之安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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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Mountai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Summary 
( from 1998 to 31 October 2013) 



民安隊山嶺搜索及救授行動地點統計 

29% 西貢, 

291 

12% 八仙嶺, 123 

15% 大嶼山, 

147 
 1% 飛鵝山, 14 

 3% 獅子山, 28 

7% 大帽山及

城門郊野公

園, 72 

 6% 馬鞍山及馬鞍山

郊野公園, 58 

 6% 大欖涌及八

鄉郊野公園, 57 

2% 九龍市區, 18 

 4% 香港島, 41 

 15% 其他地點, 150 



山嶺活動安全常識 

•遠足前的準備 

•發生登山意外的原因 

•發生意外時的處理方法 





遠足前的準備 



小心計劃行程 

• 活動性質、行程及目的
地。 

• 活動日期、活動舉行時間
及回程時間。 

• 參與人數及年齡。 

• 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家人 
之聯絡電話及地址。 

選用有明確路標的山徑 

計劃撒退路線 

方 距

起 方格座標 地理名稱 位 離 上高 落低 前進 到達 休息 前進 到達 休息

點 KK075860 公小路交界 角 公尺 分鐘 ２４小時計 分鐘 分鐘 ２４小時計 分鐘

1 KK084872 三角綱測站 44 1800 60 80 40.5 0940 5 50 1110 5

2 KK088882 九龍坑山 40 1300 200 80 50.5 1035 5 45 1200 7

3 KK095902 石坳山 23 2300 0 420 66 1146 5 38 1245 5

4 KK096907 campsite 640 0 0 9.6 1200 5 65 1350 8

總數 6040 260 580 2hrs42mins 3hrs18mins

檢查點 高距離 預計 實際

公尺



注意天氣情況 

十一月至二月 
氣溫急降引致暴寒。 
風高物燥，易生山火。 

 
三月至四月  

大霧可能引致迷途。 

 
五月至十一月 

雷暴，大驟雨，水浸及山泥傾瀉。 
因高溫引致中暑。 

 







個人裝備 

•指南針 

•地圖 

•充足食水 

•食糧及後備食糧 

•急救葯品 

•電筒 

•禦寒衣物 

  

流動電話 

收音機 

哨子 

記事簿和筆 

 ???? ???? 



基本的急救葯品 

 



出發！ 
前應注意的事項 



結伴同行 



由經驗豐富的領隊帶領 



出發前確保所有隊員身體狀況良好 



•充份的休息 

•豐富而有營養的飽餐  

•合適衣服和鞋襪 

 



發生登山意外的原因 

「人為」因素 「自然」因素 



「人為」 
因素 

參考 



意外案例分享 
   

韓國天主教徒港島行山失蹤7天
( 28/8/2012) 

東方: 跌斷腳困荒山五日 韓男獲救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828/00176_036.html?pubdate=20120828) 

太陽:墮坡斷腳斷糧五日 失蹤韓男獲救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828/00407_050.html?pubdate=20120828)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828/00176_036.html?pubdate=20120828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828/00407_050.html?pubdate=20120828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828/00407_050.html?pubdate=20120828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828/00407_050.html?pubdate=20120828


山嶺意外—墮崖 
鳳凰徑霧大險要,墮崖漢困五小時-7.3.2011- 

(蘋果日報) 

•大嶼山鳳凰徑昨發生攀石遊人墮崖意外，五
名攀石男女冒險爬上一個80米山崖，其中一
人途中跌落8米崖底，撞甩手骱撼穿頭。受
山勢及大霧所阻，直升機空降飛行醫生及護
士後離去。消防員及民安隊人員到場營救，
傷者終在事發逾五個小時後被救上崖頂，由
直升機送院。  
(Video)  

意外案例分享 



 



搜救人員 

墮崖人士位置 



 





西貢隱蔽青年自殺(5/2012) 

蘋果: 雙失青年山中燒炭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5

30/16381561)(Video)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530/1638156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530/16381561


迷途 



山火 

在乾燥的天氣，山火於較斜的草
坡上順風向上蔓延速度極快 



發生登山意外的原因 

「自然」因素 



「自然」 
因素 

參考 



意外案例分享 

•案例: 兩位中學教師於山澗失足墮澗
(10/7/2012) 

 太陽:石澗爆山洪 兩男沉屍潭底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710/00405_001.html?pubdate=20120710 

 (Video)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710/00405_001.html?pubdate=20120710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710/00405_001.html?pubdate=20120710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710/00405_001.html?pubdate=20120710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710/00405_001.html?pubdate=20120710


太陽報:夜攀獅子頭墮.(24/07/2011)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724/00407_010.html?pubdate=20110724) 

意外案例分享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724/00407_010.html?pubdate=20110724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724/00407_010.html?pubdate=20110724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724/00407_010.html?pubdate=20110724


被動物或昆蟲攻擊 

抓傷／咬傷／感染／撞傷 

 





漆樹—令皮膚敏感  

 



 



發生意外時的處理方法 

參考 



意外處理原則 

STOP (停止任何活動了解實況) 

THINK (可為與不可為) 

 MOVE (行動) 



如何原地求救 

利用哨子、電筒、燈光發出國際求救訊

號或摩氏密碼求救訊號 

揮舞鮮明衣物吸引其他人注意 

用鏡或金屬片發出求救訊號 

手提或直線電話求救 

危急及足夠資源下，派人下山求救 



國際山難求救訊號 

在一分鐘內，連續發出6次長訊號 

停頓一分鐘後，重複同樣訊號 

不要中斷直至有救援人員到達為止 

即使已被救援人員從遠處發現，也

要繼續發出訊號，使救援人員知道

求救者之正確位置 



 



緊急求救電話999 / 112 

•查 看 流 動 電 話 是 否 已 接 駁 至 你 使 
用 的 網 絡。如 是，致 電 999 或 112。 

•若 流 動 電 話 未 能 接 駁 至 你 使 用 的 
網 絡，嘗 試 致 電 112。 

•嘗 試 前 往 較 高 位 置，可 能 有 較 大 
機 會 接 通 流 動 電 話 網 絡。 

 

 

 





 



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 

•派發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小冊子 

•推廣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活動﹕ 

1) 山嶺安全活動講座於各學校舉行 

2) 山嶺活動專題講座﹕邀請不同專業人士﹕
醫護人員、山藝教練、搜救人員等就不同範
疇講解專題 

3) 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活動日 

 

 



山嶺活動安全推廣日2013 
•日期﹕17.11.2012(星期日) 

•時間﹕1000 – 1700hrs 

•活動﹕攤位遊戲、山嶺器材展覽、拯救技
術示範、山嶺安全講座、樂隊表演等等 

•查詢﹕3651 9357 



 

http://www.cas.gov.hk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103/00407_057.html?pubdate=20120103) CAS videos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103/00407_057.html?pubdate=20120103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103/00407_057.html?pubdate=20120103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103/00407_057.html?pubdate=201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