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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訓練及活動惡劣天氣指引 
1. 應用： 

在惡劣天氣情況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臻訓中心及各區，必須按照下列原則， 決

定訓練課程及活動是否如期進行。本會亦建議各分隊以同一原則，決定分隊訓練和集

隊活動之進行，但由於各分隊均面對不同處境，總部尊重各分隊主辦單位之最後決定。

唯總部保留各成員於不根據本指引下發生事故之保險責任決定權。 

 

2. 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圖表只作參考，以文字版本為準） 

天氣情況(颱風) 
戶內 戶外 海上活動 

1號戒備訊號 活動如常 活動如常 活動取消或延期 

 

3號強風訊號 活動如常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8號烈風/暴風或 
以上訊號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天氣情況(暴雨) 
戶內 戶外 海上活動 

黃色暴雨警告 

 

活動如常 負責人應了解當時天氣情況，決定

活動是否繼續或終止 

紅色暴雨警告 

 

活動如常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黑色暴雨警告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活動取消或延期 

 

 

其他天氣情況 戶內 戶外 海上活動 

雷暴警告 

 

活動如常 負責人應了解當時天氣情況，決定

活動是否繼續或終止 

寒冷天氣/霜凍警告 

 

活動如常 

 

活動負責人確保參加者有足夠保暖

衣服 

 
酷熱天氣警告 

 

活動如常 

 

活動負責人確保參加者補充水份、

防曬措施及避免長時間暴曬 

山泥傾瀉警告 活動如常 活動負責人確保參加者避免接近斜

坡範圍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發出黑色暴雨警告/8號烈

風/暴風或以上訊號，所有室內/戶外/海上活動應即予以取消或延期。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發出3號強風訊號/紅色暴雨，

所有戶外或海上活動應即予以取消或延期。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發出3號強風信號/紅色暴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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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所有戶內訓練或活動繼續。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發出雷暴警告/黃色暴雨警告，

活動負責人應了解當時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繼續或終止。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前三小時，發出寒冷天氣/霜凍警告/酷熱

天氣警告等訊號，負責教練、導師應了解當時天氣情況，決定活動是否繼

續或終止。  

 除在特別安排外，天文台發出一號戒備訊號，所有海上進行的活動應予以取

消或延期。  

  

3. 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中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中，寒冷天氣/霜凍警告/酷熱天氣/雷暴警

告、黃色暴雨警告等訊號，負責教練、導師應了解當時天氣情況，決定

活動是否繼續或終止。 

 若天文台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中，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所有戶外活動

應即予以取消或延期。負責教練、導師必須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參加者於

戶內活動或盡快回家。  

 若天文台發在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中，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8號烈

風/暴風或以上訊號，負責教練、導師必須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參加者盡

快回家。如情況惡劣，而參加者無法及時回家，負責教練、導師須帶

領參加者到安全地方暫避，同時設法通知其家人，直至有關警告解除

為止。  

  

4. 附註（1） 

 如活動當日天氣情況惡劣，有關政府部門雖未發出上述警告，負責教

練、導師應就當日之天氣情況、活動性質、地點及參加者之情況作出

彈性處理，必要時亦可將活動終止、取消或延期，以策安全。  

  

5. 附註（2）  

 有關總部及各區舉辦戶外活動時遇惡劣天氣的行動指引，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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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基督少年軍 

舉辦戶外活動 

惡劣天氣行動指引 

 

1. 應用：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及各區於舉辦戶外活動時，如遇惡劣天氣，必須根據此指

引作出相應行動。 

 

2. 活動正式開始前三小時 

2.1. 如在活動正式開始前三小時天文台仍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風球，或

仍發出紅色或以上暴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自動取消，總部須由負責同

工通知各有關分隊。 

2.2. 如在其他天氣惡劣的情況下 (例如：黃色暴雨、雷暴警告、酷熱天氣警

告或天氣不穩定等) 籌備工作小組於活動正式開始前三小時前須諮詢活

動所屬委員會主席及總部當值最高職級職員後，決定須否取消。若不能

達致一致意見，則總幹事之決定為最終決定。總部須派指定同工通知各

有關分隊。 

 

3. 活動正式開始前三小時之內的安排 

3.1. 在上述期間，天氣持續惡劣，工作小組主席與總部當值最高級職員與活

動所屬委員會主席共同作了最終決定為繼續舉行該活動，則總部須派指

定同工專職負責留意天氣變化，並向上述人士作隨時匯報。 

3.2. 如在上述期間，天文台改發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紅色或以

上暴雨警告訊號，該活動須立即停止。總部須派指定同工盡快通知所有

分隊及有關人士，並在確保所有分隊及有關人士得悉最終消息後才離場。 

3.3. 在上述期間，天氣在其他惡劣情況下 (例如：黃色暴雨、雷暴警告、酷

熱天氣警告或天氣不穩定等)  工作小組主席須與總部當值最高職級職

員保持緊密聯絡，隨時諮詢活動所屬委員會主席，作應變措施。若未能

達致一致意見，則由總幹事作最終決定。總部須派指定同工盡快通知所

有分隊及有關人士。若分隊到達活動場地後，大會才決定取消，則總部

須協助分隊在安全情況下，自行解散。 

 

4. 活動正式開始後的安排 

4.1. 活動正式開始後，天氣若持續惡劣，總部須派指定同工專責留意天氣變

化，並作隨時匯報。 

4.2. 活動正式開始後，天文台改發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紅色或

以上暴雨警告訊號，活動須立即停止。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協助分隊在

安全情況下，自行解散。總部及工作小組成員須在所有分隊離場後，才可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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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4.3. 活動正式開始後，天氣在其他惡劣情況下 (例如：黃色暴雨、雷暴警告、

酷熱天氣警告或天氣不穩定等) 持續惡劣，工作小組主席須與總部當值最

高職級職員保持緊密聯絡，隨時諮詢活動所屬委員會主席，作應變措施。 

4.4. 若不能達致一致意見，則由總幹事作最終決定，並由總部及工作小組一

同執行有關決定。若決定取消該活動，則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協助分

隊及有關人士在安全情況下，自行解散。總部及工作小組成員須在所有

分隊離場後，才可離場。 

 

附表：惡劣天氣下工作安排 

時間 天氣情況 相應措施／安排 

1. 活動正式開

始前三小時 

1.1 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

風球；紅色或以上暴雨警

告訊號 

 活動自動取消 

 總部通知分隊活動取消 

1.2 其他惡劣天氣 (例

如：黃色暴雨、雷

暴、酷熱天氣警告

或天氣不穩定等) 

 工作小組主席，與總部同工與相關

委員會主席，協商決定須否取消活

動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對外聯 

絡，通知各分隊及有關人士最新消

息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留意天氣 

變化，並作隨時匯報 

2. 活動正式開

始前三小時至

活動正式開始

時 

2.1 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

風球；紅色或以上

暴雨警告訊號 

 活動宣佈取消 

 總部即時通知所有分隊及有關人仕 

 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確保所有分 

隊及有關人士得悉消息後才離場 

2.2 其他惡劣天氣 (例

如：黃色暴雨、雷

暴、酷熱天氣警告

或天氣不穩定等) 

 工作小組主席，與總部同工與相關

委員會主席，協商決定須否取消活

動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對外聯 

絡，通知各分隊及有關人士最新消

息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留意天氣

變化，並作隨時匯報 

 若活動宣佈取消，總部即時通知所

有分隊及有關人士 

 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確保所有分

隊及有關人士得悉消息後才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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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正式開

始後 

3.1 三號強風訊號或以上

風球；紅色或以上

暴雨警告訊號 

 活動宣佈取消 

 總部即時通知所有分隊及有關人士 

 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確保所有分

隊及有關人士離場後，才自行離場 

（續）3. 活動

正式開始後 

 

3.2    其他惡劣天氣 (例

如：黃色暴雨、雷

暴、酷熱天氣警告

或天氣不穩定等) 

 工作小組主席，與總部同工與相關
委員會主席，協商決定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對外絡，
通知各分隊及有關人士最新消息 

 總部派指定專責同工負責留意天氣
變化，並作隨時匯報 

 若活動宣佈取消，總部即時通知所
有分隊及有關人士 

 總部與工作小組成員須確保所有分
隊及有關人士得悉消息後才離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