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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郊區地圖
行山人士宜使用地政總署出版比例為 1:25000 的《郊區地圖》。這套地圖共有五
張，分別以「香港島及鄰近島嶼」、「大嶼山及鄰近島嶼」、「新界西北部」、「新
界東北及中部」和「西貢及清水灣」為題。

地圖上的方格網
 認識方格網系統有助行山人士快速準確和有系統地使用地圖，找出和記錄某
個地方的位置。

 網格數字的格式為先讀直線，後讀橫線（先入門，後上樓）。一般定位使用四位
座標數字，例如：要尋找「KK 29 79－西貢西灣」的位置，先找出直線「29」，
再找出橫線「79」。兩線的相交點在面積1 000平方米方格的左下角，西貢西灣
即在此方格內。如須更準確的定位，則通常會使用六位座標數字，把指示範圍收
窄在100平方米以內，例如以「KK 293792」指出西貢灣碼頭的位置。（見圖1）
漁農自然護理署已於主要的長途遠足徑（包括麥理浩徑、衞奕信徑、鳳凰徑
和港島徑）每隔500 米豎設標距柱，讓行山人士得知所處位置。如遇緊急事故，
行山人士可利用就近標距柱上的格網座標說明其位置，方便搜索和救援工作。

地圖上使用的顏色 
 綠色顯示山林、草地、耕地等。
 藍色顯示河流、湖、水塘、海等。
 棕色顯示建築物、沙灘、泥灘、砂地、等高線等。
 紅色顯示行山徑
  （包括家樂徑、自然教育徑、郊遊徑和長途遠足徑）。
 橙色顯示小徑。
 黑色顯示道路、公路、橋樑、鐵路、架空電纜等。

地圖上的等高線
 等高線用於顯示地形。
 等高線相隔越遠，地勢越平坦。相反，不規則和密集的等高線顯示地勢陡斜。
 一團重疊或幾近重疊的密集曲線顯示懸崖。
 曲折而不規則的等高線顯示地形崎嶇不平，行山人士必須加倍小心，以免迷途。

圖 Figure 1

Use a countryside map
Hikers are advised to use the Countryside Maps in 1:25000 scale published by 

Island & Neighbouring Islands”, “Lantau Island & Neighbouring Islands”,“North 

Clear Water Bay”.  

Grid reference on a map
 

locations on a map in a quick, precise and systematic manner.
 

 Th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has erected 

operations.

Colours used on a map
 
 Blue indicates river, pond, reservoir, sea, etc.
 

etc.
 

 
 Black indicates roads, expressways, bridges, railways, overhead power 

lines, etc.

Contour lines on a map

 Tortuous and irregular contour lines represent rugged topography.  Hiker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avoid getting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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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合適的行山路線
出發前應先細閱地圖，了解路線的資料，小心計劃行
程，並應考慮路線長度、坡度、路面狀況、行程所需
時間、參加者的身體狀況和能力，以及可能發生的天
氣變化等因素。切勿在途中隨便更改已選定的路線。

帶備充足的飲用水和適當的食物
由於途中未必有飲料售賣，行山人士必須為整段行程預備充足飲料。在旅程
中，應不時補充流失的水分。當大量出汗時，即使未感口渴，仍需每 15 至 20
分鐘補充 150 至 200 毫升水分。行山人士並應預備易於攜帶，且進食前無需
加熱的碳水化合物（例如餅乾、麵包、方便裝的豆粥或糖水），作為行程中的食
物補給。 

預防中暑和熱衰竭
如天氣酷熱，應避免長時間曝曬，並應多喝水和補充流失的電解質。途中要有
適當休息，切勿逞強好勝，以免過分消耗體力。此外，行山人士應對中暑和熱
衰竭有充分認識，以便在遇到這類情況時懂得如何處理。

穿戴適當衣著和攜帶合適裝備
穿著輕便服裝、淺色長袖衫和長褲、有護踝和鞋底有凹凸紋的膠底遠足鞋；帶
備合適的帽子，夏天可遮擋陽光，冬天則可保暖。 

預防蚊叮蟲咬
要預防蚊叮蟲咬，可用驅蚊劑塗抹衣服或外露的皮膚。 

其他必需品（以防水袋 / 膠袋分類放妥） 
 幫助了解地形的郊區地圖和指南針 
 電量充足的流動電話，以便聯絡和救援
  （宜先了解電話服務覆蓋範圍） 
 雨具或防水風褸
 急救包（備有藥水膠布、紗布繃帶、敷料、消毒藥水等）
 電筒和哨子
 緊急糧食，例如朱古力和葡萄乾等高熱量且易於攜帶的食物
 一套乾衣服，以備更換

Choose a suitable hiking route

  

Take adequate water and appropriate food

 

Prevent heat stroke and heat exhaustion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in extremely hot weather.  Drink 
more water and replenish the electrolytes lost.  Take appropriate breaks during 

situations. 

Wear suitable clothes and gear

hiking shoes with ankle protection and corrugated rubber soles.  Take a suitable 

Prevent insect and mosquito bites
To prevent insect and mosquito bites, you may apply a mosquito repellent onto 
your clothes or over your exposed skin. 

Other necessary items (kept in waterproof/plastic bags by category)
 

topography
 

 
  

 A torch and a whistle
 

calories and easy to carry around
 

。

行山小錦囊 HIKING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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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小冊子所提供的路線及交通資料只供參考。遠足人士應在出發前自行選擇最合適的路線
及交通安排。

2. 遠足前應做足準備，例如留意當日天氣報告及預報、了解郊野的流動電話服務覆蓋範圍、
閱讀郊遊安全資料，以及參考最新出版的郊遊地圖。遠足人士亦可安裝並啟動具有記錄行
蹤功能的智能電話應用程式。萬一發生意外，搜救隊伍可參考這類應用程式的行蹤資料找
尋求助者。以下網址可供參考：

(a) 遠足及攀山天氣資訊 www.hko.gov.hk/sports/hiking_uc.html

(b) 我的天文台–定點天氣 www.hko.gov.hk/locspc/locspc_portal_uc.html

(c) 郊野公園流動電話服務
mobile_telecom/country_parks/mobile_
network/index.html

(d) 認識通訊方法  暢遊郊野
公園 mobile_telecom/country_parks/stay_in_

touch/index.html
(e) 郊野公園遠足安全指引

cou_vis_gac/cou_wha_whe_sat.html
(f) GPS 遠足留蹤服務 www.cahk.hk/hiker_tracking_service/chi.html

(g) 「郊野樂行」流動應用
程式 cou_apps.html

3. 出發前及活動期間亦應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如預知天氣變壞，應及早改變
計劃或取消活動。

4. 避免在酷熱、濕度高、無風或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甚高╱嚴重的日子遠足。
5. 切勿單獨遠足，宜至少四人同行；應預先把行程告知沒有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一旦發
生意外，他們可代為通知警方和尋求協助。

6. 應與遠足經驗豐富的領隊同行，並依從其決定和指示，切勿中途離隊。
7. 在起步前做足熱身運動。
8. 切勿食用野果或飲用山水。
9. 不要逗玩或餵飼流浪貓、狗或野猴，以防被襲。
10. 切勿隨意步入沒有路牌指示的草叢或樹林。
11. 切勿隨意離開原定路線或嘗試行走野草蔓生的捷徑，以免迷途或發生意外。
12. 切勿站立崖邊或攀爬石頭拍照或觀景，並須遵守有關當局豎設的告示，免生意外。
13. 暴雨時或連日豪雨後，切勿走近╱停留在峻峭的山坡或涉足溪澗，也切勿在河道附近的橋
樑下避雨，以免山洪暴發時走避不及。

14. 切勿在指定燒烤地點以外的地方生火或煮食。
15. 切勿吸煙，以防山火。如遇山火，應保持鎮定，立即遠離現場並致電 999 報警。
16. 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量力而為。
17. 迷路時，應循原路折返，切勿強行前進。如有需要，應盡快尋求協助 。
18. 沿途應留意政府部門豎設的危險告示牌。
19. 一旦遇到意外，遠足人士可使用沿途設置的固定網絡緊急求助電話，或使用流動
電話撥 999 或國際救援電話號碼 112 求助。求助時應清楚提供以下資料：

 (a) 意外性質、肇事原因；
 (b) 肇事時間、地點；
 (c) 位置、方位╱座標和最近的標距柱號碼；
 (d) 附近地形或特別景物；
 (e) 傷病者資料（例如：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住址、家人聯絡方法和傷勢）；
 (f) 已施行的急救； 
 (g) 天氣情況；以及 
 (h) 同行者人數、情況和去向。
20. 長期病患者（例如患有心臟病、哮喘的人士）宜先徵詢醫生的意見，才決定是否遠足，並請
醫生告知須注意的事項。

免迷途或發生

隊。

生意外。生

to the latest countryside maps.  Hikers may also install and activate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with tracking 

(a) Weather Information for Hiking and Mountaineering www.hko.gov.hk/sports/hiking_e.html
(b) MyObservatory – Weather at your location www.hko.gov.hk/locspc/locspc_portal_e.html
(c) Mobile Network Services in Country Parks

telecom/country_parks/mobile_network/index.html
(d) Stay in Touch in Country Parks

telecom/country_parks/stay_in_touch/index.html
(e) Country Park Hiking Safety Guidelines

vis_gac/cou_wha_whe_sat.html
(f) GPS Hiker Tracking Service www.cahk.hk/hiker_tracking_service/eng.html
(g) "Enjoy Hiking" Mobile Application

wha/cou_apps.html

very high or serious.

take any overgrown shortcuts.

along the route.  They can also dial 999 or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call number 112 with their mobile 

遠足安全注意事項 SAFETY HINTS FOR HIK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