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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世界公民奬勵計劃」 

「世界公民終極行」

已知/未知風險建議解決方法

目 的 : 
1) 為確保終極行參加者按計劃安全地進行各項行程和活動；

2) 裝備終極行參加者在活動過程中面對一些突發事件時，有較充份的知識去應變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已知風險和建議解決方法 

(一) 啟程前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保安局對目的地

發出外遊警示 

a) 

b) 
c) 

同工和參加者應密切留意和按照保安局相關指引， 決定是否仍適宜前往當地。有關指引可見於保安局網頁: 
http://www.sb.gov.hk/chi/ota/；
若活動因當地受外遊警示影響，可按實際情況向保險公司查詢賠償安排； 

勝出隊伍需另行商議啟程日期，如有任何更改與計劃書不符，需立即通知秘書處及填寫得奬者承諾書的附件二(申請修

訂活動內容表格)予秘書處批准。

(2) 航機延誤或取消 

(往機場前已知悉) 
a) 

b) 
c) 

參加者需與航空公司保持聯絡，確定新的起飛時間，或請航空公司儘快安排替補機位，並要求發出更改航班証明文件， 

以作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如在海外，參加者應在機場附近安頓及緊貼航空公司安排，不宜分開活動； 

向青年會匯報。 

(3) 航機延誤或取消 

(抵達機場才知悉) 
a) 
b) 

c) 
d) 

參加者需與航空公司保持聯絡，確定新的起飛時間或其他安排； 

向航空公司爭取合理安排，例如: 安排另一航班、餐券或酒店住宿(如有需要)，並要求發出更改航班証明文件，以作日

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參加者應在機場內安頓，不時向航空公司查詢最新安排，不宜分開活動； 

向青年會匯報。 

(4) 未能於航班起飛前

到達機場/錯過航班

a) 
b) 

聯絡航空公司安排最快的替補機位； 

處理方法: 

http://www.sb.gov.hk/ch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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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  重大交通事故 可按保險公司條款進行索償； 

ii)  個人原因 由於個人原因所引發的問題未必在保險公司的承保範圍內，青年會將保留不予資助額外費用的權利。

向青年會匯報。 

(5) 証件無效(例如:有效

期不足，已過期或簽

証問題等) 

a) 
b) 
c) 

參加者可向香港入境事務處或當地領事館延期護照或申請特快簽証； 

如未能及時取得有效護照或簽証，宜先取消航空公司訂位及目的地的食宿等安排； 

向青年會匯報。 

(6) 登機後，航機發生故

障要轉另一班航機 

a) 
b) 

 
c) 
d) 
e) 

參加者需取回手提行李，並等候和緊貼航空公司儘快安排替補機位； 

向航空公司爭取合理安排，例如: 延誤期間的膳食和住宿等有關安排，並要求發出更改航班証明文件，以作日後向保險

公司索償之用； 

跟進托運行李事宜； 

通知接待機構最新安排； 

向青年會匯報。 

(二)  飛行途中 

(1) 航機上失竊 a) 
b) 
c) 
d) 

參加者需即時通知機艙服務員，再由航機負責人通知目的地警方處理； 

向目的地警方報案及領取報告，以作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尤其是有關個人財物或金錢損失的索償屬必需的)； 

如果不獲當地警方發出報告，可要求航空公司發出証明，亦有助向保險公司索償； 

向青年會匯報。 

(三)  入境機場 

(1) 參加者被扣留調查 a) 
b) 
c) 

通知當地接待機構/青年會，尋求即時提供協助； 

通知當地中國領事館，並要求協助； 

向青年會匯報。 

(四)  入境後 

(1) 當地接待單位未有

出現 

a) 
b) 
c) 
d) 

聯絡接待單位了解情況及要求提供協助； 

若有入住地點資料及文件，可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 

若是已入夜，儘快在鄰近尋找合適的住宿地方； 

向青年會匯報。 

(五)  到達住宿地點 

(1) 酒店未能提供房間 a) 影印和帶備訂房資料，以便與酒店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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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聯絡原先協助訂房的中介公司提供協助； 

要求當地酒店妥善處理房間的安排或代為安排其他酒店住宿； 

向青年會匯報。 

(2) 遇上火警 a) 
b) 
c) 
d) 
e) 

參加者入住酒店時應留意逃生路線及出口，並確定路線暢通無阻； 

萬一遇到火警時，參加者必須保持鎮定。在情況許可下盡量了解火勢，確定火警方向，並循火勢相反方向逃離現場； 

如火警發生時未能逃離房間，應留在房中等待救援；並以濕毛巾掩面，並放濕毛巾於門隙以免濃煙滲入； 

參加者應將房間瑣匙及隨身重要物件(例如:証件)擺放相同位置，以便於黑暗中亦能快速拿取；

向青年會匯報。 

(3) 參加者意外受傷 a) 
b) 
c) 
d) 

如在酒店內受傷，參加者應先通知值班經理，並代為召喚醫生，事後保留醫療收據； 

如意外由酒店疏忽所引起，可向酒店索取事件報告，以便日後向酒店追討或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如非酒店引起，參加者保留醫生或醫院收據，以作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向青年會匯報。 

(4) 酒店內失竊 a) 
b) 
c) 
d) 

通知當值經理及登記損失財物； 

報警並領取報案紙，以作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尤其是有關個人財物或金錢損失的索償屬必需的)；
如警方未能提供報告，可要求酒店提供証明，以便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向青年會匯報。 

(六)  行程/旅途中 

(1) 參加者在當地失聯 a) 
b) 
c) 
d) 

參加者應在出發前與會方確認聯繫方式； 

參加者需購買電話卡/流動 wifi 路由器，並需要每天報告行蹤以保持與會方的連繫； 

如其中一名參加者失聯，其他參加者在安全情況下應儘快在當地嘗試尋找；如失敗，應儘快報警求助； 

向青年會匯報。 

(2) 遺失財物或証件 a) 
b) 
c) 
d) 

參加者應帶備多一份証件副本和証件格式近照數張，以便在當地領事館補領証件； 

向附近警署報案，取回報案証明，以作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部份國家如有報案証明，航空公司可接受沒有旅行証件的人士登機；參加者可聯絡在港家人，到港時提供証明以便入境； 向青

年會匯報。 

(3) 疾病/健康出現問題 a) 
b) 
c) 

按目的地的衛生狀況和需要，出發前接受相關防疫注射，亦需帶備個人所需藥物； 

若參加者在當地病發，應先送往當地可靠醫院，並提供過往之病歷，以協助當地醫護人員對病患的治療； 

如參加者患上傳染病，應立即予以隔離，以保障其他參加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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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f) 

參加者應保留收據和醫療報告，以便日後向保險公司索償； 

同行其他參加者亦必須即時向青年會匯報。如需緊急醫療支援，青年會即時通知保險公司，要求進一步協助。

如參加者情緒突變或有異常行為，應密切留意情況，並向青年會尋求處理方法。 

(4) 團隊合作關係 a) 設計可見及預計的矛盾予參加者解決及提供解決方案。 

(5) 語言障礙 a) 可就參加者所定行程中的地點，要求參加者在港學習相關的語言訓練，以應付日常使用；另外亦要求參加者下載相關的語

言翻譯軟件作不時之需。 

(6) 其他 在機場遺失

行李的詳細處理步驟 

a) 

 

參加者確定所有行李已由航空公司托運，如未能尋獲有關行李，應向航空公司報告並提供機票記錄、托運行李收條碼、登

機証及旅遊証件資料；並留下聯絡方法及酒店地址以便航空公司聯絡和送回行李； 

b) 
c) 

離開櫃檯時，參加者需取回機票記錄、托運行李收條碼、登機証、旅遊証件及航空公司報失証明，以便日後索償； 

如行李未能尋回，參加者可購買合理數量的衣服及向航空公司索取日用品(如牙膏、牙刷及梳子)，以作不時之需，並要

 保留收據以便日後向航空公司或保險公司索償之用； 

d) 若行李在整個行程結束亦未尋回，參加者需準備行李內財物清單及估價，以便向航空公司或保險公司索償。 

 
 

未知風險 
 

(1) 遇上意外 a) 如參加者定立的行程屬高危的地點，可於出發前加強訓練參加者之自衛術； 

b) 如行程內屬有危險性的活動，參加者需提供詳細資料及出發前有足夠的訓練和裝備才可參與； 

c) 參加者按活動內容之危險性向青年會匯報，可能需要購買更適切的保險； 

d) 提醒參加者凡遇上重大意外，必須立刻召喚救護車和報警，以達救人第一，盡量減少損傷； 

e) 在當地取回有關報告、收據或其他証明，為日後要求給付人身意外利益或就醫療開支向保險公司提出索償； 

f) 即時向青年會匯報，青年會或會按實際情況通知當地青年會(如有)或/及保險公司提供進一步協助； 

g) 評估是否適合繼續餘下行程。 

(2) 死亡 a) 召喚當地警方、救護車及醫生； 

b) 即時通知青年會代通知死者家屬，並聯絡當地青年會(如有)提供協助； 

c) 其餘參加者取消餘下行程及安排返港； 

d) 如有需要，派同事前往當地協助。 

(3) 觸犯當地法例 a) 參加者在當地觸犯了法例，應向當地中國領事館尋救協助；若未能即時聯絡中國領事館，被扣留時亦應向當地執法單位 

(警方)了解自身所享的權利和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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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通知會方及知會其家屬，並聯絡當地青年會(如有)提供協助；

如有需要，派同事前往當地協助。 

(4) 天然災害、戰爭或暴

亂 

a) 
b) 
c) 
d) 
e) 
f) 

前往高危或天災頻繁的地區前，預先了解可能發生的情況和搜集相關支援機構資料； 

模擬災害或戰爭的訓練和應變，以減少影響或傷害； 

遇有颱風、龍捲風、地震及水災等，尋找安全地方暫避； 

聯絡當地中國領事館及致電香港入境事務處尋求協助； 

聯絡相關航空公司，儘快確認回程航班時間和機位； 

向青年會匯報。 

(5) 恐佈活動/恐襲 a) 
b) 
c) 

 
d) 
e) 

 
f) 
g) 
h) 

留意媒體的最新消息，可有效避免遇上恐襲； 

為免遇上恐襲，應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 

如遇上不明氣體，並出現不適徵狀，如呼吸困難、流淚或嘔吐等，應設法用布類的物件掩住口鼻，並在安全情況下盡速離

開； 

如發生爆炸，為防碎片四散墮下應避開高樓大廈或玻璃幕牆，並盡快及冷靜地走到空曠或有遮擋的地方； 

如遇到恐怖分子持武器發動襲擊，在安全情況下應立即逃離現場或就近尋找堅固的掩護，但不要躲在子彈可以穿透的玻

璃窗或木門後，將手機調到靜音，在許可的的情況下報警求助，等待救援； 

聯絡當地中國領事館及致電香港入境事務處尋求協助； 

聯絡相關航空公司，儘快確認回程航班時間和機位； 

向青年會匯報。 

(6) 不幸被挾持 a) 
b) 
c) 
d) 
e) 
f) 

參加者應保持冷靜、有禮及合作態度，保持耐性及處理負面情緒； 

建立常規、維持基本生理需要 (上洗手間、提供食物及水)； 

保持低調，以免成為挾持者針對的目標； 

與挾持者建立正面關係，友善地與挾持者對話，作為一個良好的聆聽者； 

保持對周邊環境及事態發展的觸覺； 

不應逞英雄或與挾持者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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