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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注意事項

01 了解參加者能力

02 詳細規劃行程

03 帶備適當的物品

04 留意參加者的
身體狀況及天氣

規劃前，請先了解各參加
者的能力。

詳細規劃行程，包括路線
、補給點、退出點、沿途
設施及交通等等，並留意
天氣預測。

郊遊時應盡量穿著淺色的
長袖衣物、帶備適當的物
品，如地圖、電話及後備
電池、雨具、防曬用品和
驅蟲劑等，以及充足的糧
水。

在活動期間經常留意各參
加者的身體狀況及天氣變
化。

路線選擇
選擇路線時，必先考慮
輪椅使用者的身體狀況
和郊遊經驗。如屬初次
郊遊，建議考慮指示清
晰、路面平坦及行程較
短的路線。
注意實際環境或跟規劃時可能
有所不同，行前必須先視察環
境、路面和設施的現況。

Oasistrek

6公里以下

交通公具

遠足安全指引

一般情況下路程
長度以6公里以下
為佳。

留意交通公具可
提供的輪椅位數
量和班次。

郊區地圖

行程需時維持在3
小時以下較佳。

3小時以下

注意

規劃時應考慮輪椅的
續航力（如使用電動
輪椅）和同行的輪椅
使用者人數，並預定
行程可能的退出點。

Google
街景服務

TrailWatch

Oasistrek網站已載

行前敬請先參考漁農

進行路線規劃時，可

利用Google街景服

使用已搭載相關路線

有多條無障礙郊遊路

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使用地政總署測繪處

務預覽路線，查看

地圖的手機應用程式

線的詳細資料。

）的遠足安全指引。

出版的郊區地圖（紙

可行度。

，如 TrailWatch。

https://www.oasistr
ek.com/barrier_free
_trails.php

https://www.afcd.go
v.hk/tc_chi/country/c
ou_vis/cou_vis_gac/
cou_wha_whe_sat.h
tml

https://www.google.
com/maps

https://www.trailwat
ch.hk/?t=routes

本地圖）。
https://www.landsd.
gov.hk/mapping/tc/
paper_map/cm.htm

個人裝備
衣著

保護

電話

糧水

建議多層穿搭快乾、
輕便的衣物，以幫助
排汗及散熱。上身宜
穿短袖衫，配以防風
雨的長袖外套。若天
氣較冷，中間可加一
件抓毛保溫衫作保暖
。下身以淺色長褲為
佳。

視乎天氣及地點，請
帶備帽、太陽眼鏡、
防曬霜、驅蚊用品和
雨具等。

宜帶備具通訊及地圖
功能的智能電話，並
配備足夠的電源或後
備電池，並預先下載
郊遊路線及地圖。

自備足夠的糧水，避
免使用即棄餐具或膠
樽，為環保出一分力
。

路面

闊度
路寬應足以讓輪椅行
駛，途中應有足夠空
間可供掉頭或讓路為
佳。

請注意輪椅大小各有不同；而
可接受的斜度、寬度、以及危
險性因人而異，建議讓輪椅使
用者知悉路面狀況，共同商討
有關路線是否合適。

鋪面
結實及穩定的水泥、柏油和木板鋪
面較適合輪椅行駛。如果礫石地、
泥地或草地的路面乾爽、結實及穩
定，也可考慮行走，但建議輪椅使
用者由同行者協助，並考慮使用適
當的輪胎應付該等路面。

梯級
選線時應盡量避免任何梯級
。部分行人道不設路緣，可
考慮在落差較少的地點上落
或帶備輪椅斜板。

其他
不少路牌設置於行人道中心；不少
郊區不設過路處、斑馬線或交通燈
，故輪椅使用者在車道上行駛或橫
越車道時必需留意往來的車輛。水
塘周邊的車道（稱為「林道」）未
必設無障礙通道，閘欄時會被鎖上
。如有需要，可按閘上資料牌所提
供的電話號碼致電漁護署或水務署
尋求協助。

斜度
建築署建議的無障礙
通道的斜度不得超逾1
：12（約4.5度），
但郊區大部分斜路的
坡度較此為高，需多
留意。
約4.5度

交通安排
安排交通時，需考慮同行的輪椅使用者人數
、交通公具可提供的輪椅位數量、班次和上
落 車 / 船 / 碼頭等問題。

巴士

現時絕大部分的九巴、城巴、新巴及龍運巴士都設最少一個
輪椅位置（注意部分巴士站的上落車點不設路緣）；新大嶼
山巴士除了來往東涌市區的巴士線外，全部不設輪椅位。

鐵路

可讓多位輪椅使用者同行。建議預先查看鐵路站的升降機位
置以減省時間。

渡輪

渡輪服務主要的離島區域。大部分渡輪均提供輪椅停泊位置
，數量視乎船種而定。如有多位輪椅使用者同行或輪椅較大
，請選擇普通渡輪（船艙通道較寬敞）。

新渡輪

（資料由新渡輪網站提供）

高速船提供一個輪椅停泊位置，而普通渡輪則提供兩至三個
輪椅停泊位置；注意大澳碼頭目前不設無障礙通道。

港九小輪

（資料由港九小輪提供）

高速船及普通渡輪均提供兩個輪椅停泊位置；注意索罟灣碼
頭目前不設無障礙通道。

街渡

山頂纜車

街渡主要服務偏遠或人流較少的離島。目前輪椅難以進入街
渡的船艙，相關的碼頭亦不設無障礙通道。

（資料由山頂纜車提供）

每班纜車只可搭載一位輪椅使用者。
進入車廂的輪椅限制如下：
手動輪椅闊度不能超過 26吋／66 厘米；電動輪椅總重量
(使用者加輪椅) 不可超過300磅／136公斤及闊度不能超過
26吋／66厘米。若電動輪椅超逾上述重量，可借用山頂纜
車提供的手動輪椅。
現時山頂纜車的車門附設梯級，車站月台職員會使用流動斜
板協助輪椅使用者上落車廂。另外，電動輪椅內的鋰電池必
須拆下，由乘客以手提方式攜帶上車，以確保安全。

昂坪纜車

（資料由昂坪360網站提供） 輪椅使用者須在健全人士的陪同下乘坐纜車。車站月台地面

自行安排交通工具

與車廂地面呈水平狀態，輪椅使用者可輕鬆從月台進入車廂
。車廂內的坐位可摺合，騰出充裕空間停放輪椅。現場職員
對於纜車上落安排有最終決定權。
如安排復康巴士及車輛接送，需留意路線的起點及終點有否
合適的停車及上落客點。

設施

留意無障礙洗手間及休息點（涼亭/
避雨亭）的位置及數量。

郊野公園設施

注意涼亭是否設有無障礙通道，以及
避雨亭的設計和大小是否適合讓輪椅
使用者使用。

個別場地資料

有關郊野公園內的無障
礙洗手間位置，可查看
漁護署相關設施的分佈
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轄下場地的無障
礙設施，可參考個別場
地的資料。

https://www.afcd.gov.hk/tc
_chi/country/cou_vis/cou_
vis_rec/cou_vis_dis.html

https://www.lcsd.gov.hk/tc
/index.html

補給

士多食肆除了提供補給外
，也可視作中途的休息點
（請留意營業時間）。

應變措施

如遇緊急情況，請致電
999 或 112。

飲水機位置

行前應讓輪椅使用者及其他同行者知
悉有關設施的位置、大約距離和時間
，並作出適當的休息和如廁安排。

地區公廁
有關其他地區的公廁資料，
可先參考食物環境衛生署的
公廁位置圖，再致電分區辦
事 處 查 詢 或 嘗 試 利 用
Google街景查看。

「撲水」app

有關飲水機位置，可參
考康文署提供的資料。

手機應用程式「撲水」
提供詳細的香港飲水機
地圖。

https://data.gov.hk/tc-data/
dataset/hk-lcsd-facwd-facwd-list

https://waterforfree.org

郊遊活動可能
遇到的危險

https://www.fehd.gov.hk/tc_chi
/map/index.html

求救須知

流動電話網絡
覆蓋範圍

請參考漁護署的〈郊遊活
動可能遇到的危險〉。

請參考漁護署的〈求救
須知〉。

請參考通訊事務管理局
提供的資料。

https://www.afcd.gov.hk/tc
_chi/country/cou_vis/cou_
vis_gac/cou_wha_whe_sa
t.html#5

https://www.afcd.gov.hk/tc
_chi/country/cou_vis/cou_
vis_gac/cou_wha_whe_sa
t.html#6

https://www.ofca.gov.hk/tc
/consumer_focus/mobile_t
elecom/country_parks/ind
ex.html

同行者
建議輪椅使用者與具行山經驗的人士陪同出遊。有需要時
同行者可協助輪椅使用者上落交通工具或斜道、橫越馬路
，以及留意往來的車輛等。人手比例請按輪椅使用者的需
要及路況安排。

註：以上所有資料僅作參考之用。行前敬請謹慎規劃
行程、考慮輪椅使用者的身體狀況、留意天氣等因素
，並與同行者出遊。有關無障礙郊遊的最新資訊，請
留意 綠洲 Oasistrek 及 滾動力量 Wheel Power
Challenge 的 Facebook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