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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操

今年，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喜迎70周
年白金禧，欣值香港回歸25周年，可謂喜上加
喜。回顧過去兩年，民安隊肩負重任，奮勇抗
擊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
為市民的健康把關。民眾安全服務處（民安處）
是保安局轄下的政府部門，與民安隊並肩作戰，
在全體同事齊心協力下，一直負責協助衞生署
管理多間檢疫中心，與部隊人員全力執行抗疫
任務。

民安隊除了在抗疫任務功不可沒外，在培訓人才方面亦貢獻良
多。民安隊持續獲得僱員再培訓局嘉許為「人才企業」，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並繼續將部隊的「輔助部隊基本訓練（民防）」
及「山嶺搜救訓練證書」列入資歷名冊，可見培訓課程的設計、

策劃和教學質素均獲充分肯定。多年來，民安處力臻完善，協助
部隊提升行政管理、人才培訓、緊急行動及社會服務調派的效能，
使民安隊的工作得以更有效率地執行。

此外，推動青年發展同屬民安隊的重點工作。前年8月成立的社
區教育組，負責拓展不同範疇的社區教育，為人熟知的有以青少
年為主的「民盡其才」計劃、以多元種族人士為主的「專才計劃」，
以及為不同部門、機構或社區團體而設的「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
育計劃」。

隨着時代變遷，部隊會繼往開來，革故鼎新，以市民所需為本
提供優質可靠的服務；部門會與部隊人員戮力同心，篤力前行，
實踐「承傳薪火為民解困，再攀高峯與眾同行」。我謹代表民安
處全體同事，祝願民安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民眾安全服務處總參事 方耀堂

今天是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成立
70周年的大日子，我祝願部隊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兩年前的一月，新型冠狀病毒病
開始肆虐，民安隊臨危受命，負責籌備和管
理檢疫中心，為社會築起抗疫防線。民安隊
全體人員迎難而上，長官及隊員紛紛穿上保
護裝備，眾志成城走到前線奮勇抗疫，協助
不計其數的檢疫人士完成檢疫。這段日子是
我加入民安隊以來，面對最艱鉅的考驗。

抗疫期間，民安隊既要執行抗疫任務，亦要在社交距離下維持
不同的服務，以及盡力為少年團員提供訓練。所幸部隊人員臨危
不亂，克服種種技術限制，成功把多個訓練和活動移師線上舉行，
充分體現了疫情下香港人靈活變通，自強不息的精神。

民安隊今天聲譽遠揚，實在有賴各方支持。我藉此向部隊所有
前輩衷心致敬。你們篳路藍縷，無私付出，為成立於1952年的
民安隊奠下了良好的根基。以我為首的現役長官及隊員，必然不
忘初心，把服務社會的使命傳承下去。民安隊不時需要執行各種
緊急任務，甚或在假期和節日受訓出勤，但隊員家屬毫無怨言，
默默支持，我對他們的體諒也是感激不盡的。此外，我感謝眾多
僱主容許下屬在有需要時暫離工作崗位，參與民安隊的緊急任務。
承蒙你們全力支持，讓我們一直向前邁進，風雨兼程。

白駒過隙，民安隊已走過70年的崢嶸歲月，部隊上下八千名
人員會繼續秉持「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一如以往堅
守崗位，同心協力，踐行「承傳薪火為民解困，再攀高峯與眾
同行」，一起為市民的福祉努力。

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 羅仁禮

▼民安隊處長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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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五波疫情自3月初達峰後呈持續下降趨勢，而政府亦宣佈於4月21日起

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有見及此，部隊亦會跟隨社交距離措施調整步伐，

逐步有序地恢復訓練和活動。

民安隊捐血月將於本年8月舉行。編輯小組在此誠邀大家，一同參與這項有意義的

活動，慷慨捐血，以確保病人有足夠血液作適切的輸血治療。

編．者．的．話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部
職員調動

姓名 原任職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民安隊退休人員協會（CAS Retired Officers and Members Association,     
簡稱ROMA）於1999年由時任民安隊處長梁乃鵬博士GBS，
LLD，JP（現任本會創會會長）所創立，目的是維持及促進會
員間的友誼和聯繫。

為方便退休長官及隊友申請加入「民安隊退休人員協會」，

本會加推二維碼（QR Code）掃碼入會申請。

只要開啓智能手機二維碼掃描器，對準左列二維碼，手機屏幕就會自動

顯示申請表格，請按照指示填妥資料後再遞交申請。你亦可發送電郵  
(casroma2019@gmail.com)至本會索取入會表格，本會收到入會申請後將立
即跟進處理。

歡迎「碼」上加入ROMA

梁志成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1）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8.2.2022
  兼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1） 

葉慧女士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特別任務 4） 1.3.2022 

何志立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1） 19.2.2022 

周修宏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2） 19.2.2022 

文德榮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3） 19.2.2022 

陳嘉樂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4） 23.2.2022 

鄧境鑫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5） 1.3.2022 

劉寶英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6） 9.3.2022 

何惠寧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7） 14.3.2022

鄧德威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5.2.2022

楊啓明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 19.2.2022

孫官喜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2） 19.2.2022

莫炎勳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3） 19.2.2022

何永祥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4） 19.2.2022

馮啓達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5） 19.2.2022

朱克儉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6） 19.2.2022

王鐫霖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7） 19.2.2022

何漢文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8） 19.2.2022

文惠昌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9） 19.2.2022

李樹恒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0） 19.2.2022

劉家慶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1） 19.2.2022

焦志強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2） 19.2.2022

何禮良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3） 19.2.2022

陳永強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4） 19.2.2022

林超明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5） 19.2.2022

祁德煒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6） 19.2.2022

黃桃來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7） 19.2.2022

陳達財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8） 19.2.2022

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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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灣檢疫中心
衞生署指令

轉為社區隔離設施 Community
Isolation Facility (CIF)，
並繼續交由民安隊負責管理

12.2.2022

青衣 (1-5.3)
新田 (8-10.3)
洪水橋 (15-17.3)

月內民安隊協助其他政府部門
設立方艙醫院

3.2022
竹篙灣第五期
衞生署啟動

作為社區隔離設施，並交由
民安隊負責管理

19.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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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檢疫中心 同心抗疫
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大型隔離營在回歸

後首次啓動，民安隊有份參與管理工作，累積

了寶貴的經驗。因此，新冠肺炎在港爆發後，
民安隊隨即擔任各檢疫中心的日常管理與後勤

支援的工作，任務艱鉅，但一眾人員勇往直前

，毫無懼色。疫情高峰時，民安隊每天動員多

達450名人員到檢疫中心當值。由於還要兼顧

其他恆常任務，部隊在人手調配和編排方面面

臨一大考驗。八個檢疫中心之中，以大嶼山竹

篙灣檢疫中心規模最大，設計嶄新，管理工作

的複雜程度或令一般人望而生畏。所幸新挑戰

同時帶來機遇，民安隊因時制宜，詳細檢視和

改善各項行政管理措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溝

通，迅速提升行動效率。

由實體到線上靈活應變面對新常態
疫情對民安隊

的日常運作造成

不便，尤幸管理

層臨危不亂，善

用科技克服困難

。各單位人員積

極利用電子平台

舉行線上會議，
保持緊密聯繫和

溝通，並通過手

機社交程式編配

人手，發放訊息

。即使疫情轉趨

緩和，大家在新

常態下仍繼續利

用新建立的線上溝通與管理模式，撥出時間處

理其他職務和進行實體訓練。
民安隊屬下的少年團更向前邁進，作出了多

項新嘗試，其一為在疫情期間轉而進行線上課

程。導師透過線上平台循循善誘，精心配合影

片和互動遊戲，務求趣味實用並重，為青少年

在家防疫期間的生活增添活力。另外，傑出少

年團評選更首度改為網上舉行，新評選形式不

但並無影響參賽團員的表現，他們在鏡頭前更

發揮得淋漓盡致，獲評判一致讚賞。

成立社區組 開拓新服務
疫情持續，但民安隊未敢懈怠，陸續拓展不

同範疇的教育工作，主力在本地學校推動國家

安全教育，培養中小學生建立正確的國家觀念

和身分認同。新成立的社區教育組積極與不同

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學校合作，提供量身

定制的短期課程及參觀、講座或訓練，包括領

袖培訓、山嶺安全訓練、升旗訓練、撲滅山火

體驗，以及水上活動安全和風災支援知識學習

活動，在不同領域向大眾推行社區教育。
是項計劃除了教授知識及技能外，更具意義

的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民安隊的教

練展示了熱心奉公、勇於服務的精神，堪稱參

加者的學習楷模。再者，民安隊的成員來自不

同背景階層，工作上經多見廣，練達世事，且

人生閱歷豐富，參加者可從中獲得啟發，有助

他們作出生涯規劃。值得高興的是，有參加者

從中認識到民安隊的工作，使命感油然而生，
繼而投身民安隊的行列，熱心服務社會。

颱風災後迅速完成社區復修
一如以往，每逢遇上大型天災或緊急事故，

民安隊均會奉召出動，不遺餘力為市民提供支

援。民安隊多年前曾處理新界北區水浸事故，
累積了豐富的水災搶救經驗。2018年超強颱風

「 山竹 」襲港，豪雨令不少地區出現水浸，民

安隊馬不停蹄前往大澳及鯉魚門，協助疏散居

民，避免他們因水浸而受困，盡力把人命傷亡

減至最低。颱風吹襲期間及之後，港九新界各

區有大量樹木倒塌，不但阻塞道路交通，而且

對民生構成不便。民安隊隊友迎難而上，冒着

惡劣天氣，爭分奪秒清理塌樹，奮力進行復修

工作。此外，民安隊汲取了颱風造成大量塌樹

的經驗，大力投放資源添置鏈鋸裝備，並積極

加強隊員清理塌樹的訓練，以待日後發生同類

事故時，加快復修工作的效率，全面提升服務

質素。

▲少年團員一絲不苟地透過網
絡參加傑出少年團選舉

▲完成「 民盡其才 」的參加者均獲發証書以表揚積
極參與的精神

▲隊友抱著迅速為香港市民回復正常生活的使命清
理受樹木倒塌影響的道路

疫情下新常態新機遇
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是政府轄下的輔助應急

隊伍，自1952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救急扶危，
服務社會」的使命，除了在天災等緊急事故發生時提

供支援外，亦會執行各項非緊急的社會服務。過去兩

年，新冠肺炎肆虐，民安隊上下一心，無畏無懼，盡

忠職守，並在新常態下把握新機遇，在延續過去七十

年的卓越成就之餘，力求再攀高峯。

▲檢疫中心當值人員每天處理大量物資，懷著同理
心為受檢疫人士提供最佳的照顧。

▲民安隊出動到大澳執行水災搶救任務

▲山嶺搜救中隊在崎嶇
山嶺進行演練，以保持
爭分奪秒搶救生命的技
術水平。

◀透過野外定向比賽，
培養少年團員團隊精神
，建立良好溝通、協作
與解難能力。

抗
疫

行
動

      
    周年

2020 ~ 2022

抗
疫
行
動

   

專
輯 眾志成城．團結抗疫

向社區住戶派發物資包
2022年4月3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帶領一眾紀
律部隊及民政事務處人員到深水埗區派發防疫服務包。

民安隊處長羅仁禮先生及民安處總參事方耀堂先生亦帶領高

級長官們走訪該區，向住戶派發抗疫物資包及呼籲居民在  

4月8日至10日一連三日使用快速抗原測試包自我檢測，以
便盡早穩控疫情。不少住戶對於物資派送上門的安排都表示

歡迎，並稱會跟隨政府呼籲在指定日期參與快速抗原測試。

民安隊的抗疫工作持續兩年多，可謂一場沒有硝煙的持久戰。2022年 
2月中，農曆新年剛過去，第五波疫情爆發，確診人數大幅上升。民安
隊面對新一波爆發，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繼續管理香港最大型的檢疫

設施竹篙灣檢疫中心及多間酒店檢疫中心，每天仍動員逾三百人次，全

天候在檢疫中心執勤。

回望上一波疫情，疫情於2021年下半年一度稍見消退，本港曾維持
多月的零確診。當時大家還需要遵守社交限制，但部隊的日常訓練及

活動大多恢愎正常。然而好景不常，疫情在新一年再次爆發，且比以往

都要嚴峻，部隊不得不當機立斷，一起動員參與對抗擊第五波疫情工作。

為減低傳播風險，在檢疫中心當值的人員除需要完成疫苗注射，還須於當

值前進行核酸檢測或快速抗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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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是慎終追遠的日子，市民趁着假期紛紛登山掃

墓。由於近日天氣乾燥容易發生山火，民安隊派出六

隊山火隊，分別在總部及五個漁護署郊野公園管理站

值勤，準備隨時協助漁護署和消防處撲滅山火。

清明節撲滅山火行動

探訪
 廉政公署總部

2021年10月5日，民安隊處長級人員探訪廉政公署總部，與廉
政專員白韞六先生及其他高層人員會面。當天，雙方積極交流討

論，成果豐碩，一眾民安隊人員更獲安排參觀總部設施。

出席的人員在是次探訪獲益良多，大大提高了對誠信管理的認

識，以助日後在部隊加強推廣，向隊員傳遞對貪污採取絕不容

忍的態度，以及鼓勵挺身舉報貪污不法行為。

2022年1月2日（星期日），民安隊在圓墩營
舉行了「多元共融挑戰營」，吸引了超過100
名來自不同種族及背景的青少年參與。是次活動

盛況空前，極具意義，參與者無不打成一片，盡

興而歸。

「多元共融挑戰營」旨在促進多元種族青年人融入社會，以達致種族共融。當日多個

民安隊單位籌備了多姿多彩的戶外活動，主題圍繞民安隊日常工作，包括飛索體驗、模

擬傷者撤離、青少年挑戰活動、先鋒工程等。活動除了介紹民安隊傳統技術，亦希望參

加者從中深入認識民安隊，學習關於社區應急的知識，並藉此機會讓參加者互相了解各自

的背景，有助建立和諧共融的社會。

當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先生及保安局副秘書長郭黃穎琦女士應邀出席，並主持了名為「多元百足大步走」的團隊活動，

令場面生色不少。李家超先生致辭時曾提及，培育青少年是民安隊的重點工作，更讚揚民安隊推動青年培育及種族共融的工作。

民安隊近年加強青少年的國民教育培訓，培育少年團員關心社會、愛

國愛港的精神。舉例而言，「民盡其才」及「專才計劃」推廣至不同

種族的人士，也會招募不同種族的年輕人加入民安隊。

近年民安隊不斷擴展社區教育工作，提升服務質素。為配合社會

發展及需要，部隊作出了多方改革，其中包括推動國家安全教育

工作。李家超先生亦認同民安隊的工作，支持民安隊繼續向前邁

進，精益求精。

社區教育組工作小組自成立以來，截至2022年1月已舉行了38場
宣傳講座及61次訓練活動，來自不同學校及團體的服務對象多達
3 995 人次。

2021年11月28日（星期日），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順利舉行。民安
隊派出電單車傳訊員，前往天文台轄下7個監測站及16個指定消防
局收集空氣及雨水樣本，並將樣本即時運送到位於九龍京士柏的天

文台實驗室進行分析。

由於樣本收集站遍布全港各區，近至市中心的消防局，遠及沙

頭角邊境地區，部隊需要出動全數電單車以配合行動。當天

早上，指揮核心組、運輸中隊及通訊中隊在總部地下的車庫

設立了調派中心，所有參與演習的人員都整裝待發，配備

了所需器材，為演習悉力以赴。

多元共融挑戰營

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2021

撰文 ｜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組（社區教育）

清明節人群管理
2022年4月5日清明節當日，部隊動員
在全港多個大型墳場當值，協助人群管

理，以避免大量市民聚集，增加病毒

傳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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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訓練班為期兩天，先後在圓墩營及總部進行

訓練，其間由少年團總部及少年團訓練辦公室各派

教練代表，向少年團員教授繩索運用的技巧，以及

進行斜坡沿繩上升及下降的技術訓練。此外，學員獲

安排參觀總部及體驗「紅衫」隊伍當值時的實況，內容

豐富多姿。

我在過去20多年一直在山嶺搜救中隊服務，這次獲委派擔
任教練，讓我欣喜萬分。我既可以將鑽研多年的技術，配合

實務應用的心得傳授給年輕人，又能與昔日戰友重聚，並肩服

務少年團。過程中，我們暢談了過往在拯救行動及訓練期間的工

作歷程，更與少年團員分享了多樁趣事，他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我即將於本年（2021年）正式告別服務了逾25年的民安隊。在過
去5年的延續服務期間，我仍然能夠發揮所長，又能夠深入認識少年
團，為我的民安隊生涯畫上圓滿的句號。

我藉此希望，少年團訓練辦公室能繼續為團員安排這類訓練班，讓他們

參與山嶺安全活動及學習相關知識。

撰文 ｜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副小隊長 連素華

大家曾參與「中移動香港行山節」的活動嗎？行山節旨在鼓

勵市民攜手發掘香港郊野公園的特色，達致全民健康生活的

理念。與此同時，活動提倡環境保育，提高市民步行及行山

的安全意識，並把郊野公園推廣為香港旅遊重點。

2021年12月12日，第四屆中移動香港行山節暨年度頒獎
禮在香港少年領袖團萬宜訓練營舉行。民安隊少年團獲邀出

席，同步觀看各區啟動儀式，並細心聆聽各參與團體分享活

動心得及點滴。

民安隊一直不遺餘力支援行山活動，在推廣行山安全方面表

現尤其傑出。在是次頒獎典禮中，民安隊獲頒發「行山安全

支援大獎」，與其他團隊一同分享得獎喜悅。其後，各獲獎

團體代表分享了行山安全技巧、環境保育知識，以及郊野清

潔心得，貫徹了大會「以運動為香港注入正能量」的宗旨。

頒獎典禮結束後，一眾出席者在不同的起步點（另外三個分

別為港島龍脊、九龍獅子山、及西貢嶂上）互打招呼，一起

做熱身操，及後同步出發行山。民安隊少年團的代表從香港

少年領袖團萬宜訓練營出發，途經上窰郊遊徑和北潭涌自然

教育徑，沿途由少年領袖團的導賞員從旁解說，最後抵達終

點北潭涌停車場。路程歷時兩小時，但他們臉上並無一絲疲

憊的神色，可謂不枉此行、盡興而回。

撰文 ｜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助理參事3 盧潔冰

12.12.2021 中移動香港行山節

撰文 ｜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高級小隊長
 王偉昌

21.8.2021

少年團基本山嶺
搜救訓練班

我在這次訓練班擔任助理教練，同時兼顧課程助理職務。當

我看到少年團員專注學習時，不禁回想起從前參加借調計

劃，到山嶺搜救中隊受訓時的日子。今次能夠跟幾位山

嶺搜救的教練前輩一起授課，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不僅能溫故知新，而且掌握了更高層次的技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入隊不久的少年團員。他雖

然是最年輕的成員，但膽子卻不小，每項訓練都反

覆練習，盡力做到最好。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全

班唯一的女團員。為了讓她在一眾男團員面前

保持自信，我委派了她擔任班長。她不但遵照

教練指示做好訓練，而且能夠帶領其他團員

完成任務，真是巾幗不讓鬚眉。

整體而言，學員剛開始接受沿繩下降及上

升訓練時，大多感到緊張，但經過教練

指導後，他們反覆嘗試和練習，最後都

樂而忘返，十分享受訓練過程。看到

他們樂在其中，的確為教練帶來很

大的滿足感。我希望日後有更多機

會參與這類訓練課程，讓少年團

員接受山嶺搜救技術的訓練。

撰文 ｜ 少年團
A23 黎哲思

我很喜歡嘗試有趣的新事物，不畏挑戰自我，於是便報名參

加了這個課程。上課的第一天，當我走進集合點時，竟然發

現其他人都是男團員，讓我既驚訝又尷尬。接着當教練委派

我當班長時，我也有一點疑惑，因為論資排輩有不少團員比

我高級。而且，在一眾男團員面前，要擔當起隊長的角色也

實在讓我感到有點緊張。不過想太多也是徒然的，我在訓練

時還是抛下一切顧慮，放開自我，按教練的指示學習，可説

是樂在其中。我雖然在訓練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但還是能

努力克服並順利完成訓練。我相信性別並不影響能力表現，

重點是必須認真專注，享受過程。經過這次訓練，我獲益良

多，除了提升了膽量，亦了解凡事只要有信心，必定能夠盡

善盡美。

撰文 ｜ 少年團A23 黃志鍵
我在2021年7月加入少年團，剛開始報讀這個課程時，原打
算涉獵更多山藝知識。到了訓練當日，聽了教練介紹後，我
才知道原來課程包括沿繩下降及上升的訓練，以及繩結運用
的技巧。雖然開始時我有點緊張，但後來在教練循循善誘下
，我成功克服畏高，擺脫上升及下降時的不安。我在此感謝
教練悉心教導，確保我們在斜坡安全活動及完成訓練。接受
了這次訓練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希望將來有機會參加更
多充滿挑戰的課程。

26.12.2021

少年團B中隊周年訓練營
2021年12月26日，民安隊少年團B中隊在圓墩營舉行了周年訓練
營，為少年團員提供團隊合作訓練。是次訓練營吸引了45名少年團
員參與，場面非常熱鬧。

當日天氣雖然寒冷，但一眾團員都懷着熾熱的心，在營地四出尋找

checkpoints。這些挑戰難題既考團隊合作，又考團員智慧，不但讓大
家動動腦筋、大展身手，更能讓團隊增加凝聚力。

為考驗大家的合作精神，大會在下午集合各人進行「聖誕島大決戰」。過

程中，團員面對重重難關，跨越有「鯊魚」埋伏的「河流」，可謂危機四

伏。團員跟伙伴一起討論應對策略，加強了彼此的默契與連繫。即使遇到

了難題，大家都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最後輕鬆又過關。

活動壓軸大抽獎更是團員最期待的環節，歡笑聲不絕於耳。全體人員在活動

結束後，更一起收拾垃圾及清理場地，以盡場地使用者的責任。疫情反反覆

覆，大家難得在這次訓練活動聚首一堂，可說是十分珍惜這次機會。希望疫

情盡快結束，大家在防疫措施放寬後可參加更多民安隊少年團的訓練、服務

和活動。

CADET CORPS NEWS
少年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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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伊晴 少年團D3

陳伊晴 少年團D3

任家偉 少年團D3

任家偉 少年團D3

歐陽婉君 少年團D3

歐陽婉君 少年團D3

李汶軒 少年團D3

李汶軒 少年團D3

廖樂
賢 少

年團
D3

廖樂
賢 少

年團
D3

「抗疫同行
，歡度聖誕

」是2021年少
年團D中隊周年活動營的主題，我深
感意義非凡。在疫情期間，還能參與
民安隊少年團這個大家庭的活動，真
是難得的機會。

這次是我第三次參與聖誕活動營，我
擔任了 Team A 的小組隊長，不但感
受到活動的樂趣，還須照顧同組的組
員。隊長一職可能會帶來了一點壓
力，但我還是與組員歡度了這次的活
動。四個活動之中，我最投入的是棉
花糖挑戰，因為我不但從中發掘到樂
趣，還能夠和組員合作完成挑戰。身
為小組隊長的我，很高興能帶領隊員
順利完成挑戰。另外，雖然活動只有
一天，但在疫情限制下已是難能可貴
的事，我還是感到十分感恩。

2 0 2 1 年 聖 誕 節
， 我 參 加 了 民 安

隊少年團D中隊為團
員所舉辦的日營。活動開始時，我們玩了一
個猜數字遊戲，先看圖片再從一至三十之中
猜出是哪個數字。舉例說，其中一幅圖片上
寫了「科天」，那是英文「fourteen」的諧音
，換言之答案就是十四了。我很喜歡這個有
趣的遊戲，因為過程中我們不斷討論，認識了
很多不同單位的隊員。然後，我們還玩了一個
叫「棉花糖挑戰」的遊戲，任務要求我們用十
根意大利麵條來固定一顆棉花糖，然後和其他
組比高。這是我當天最喜歡的遊戲，雖然困難
但很有趣。這個遊戲亦考驗了組員之間的溝通
能力，但很可惜最後因為我們組的棉花糖掉了
下來，所以就被判零分了。

總而言之，我十分喜歡這次活動，因為訓練
能提升溝通能力及團隊精神。如果下一年的
聖誕節再有這樣的活動，我一定會再參加。

26.12.2021少年團C中隊周年訓練營

疫情由2020年爆發至今，這次的第五波疫情確實非常嚴峻。回
想起2021年11月及12月，疫情稍有緩和，不少活動能如常舉
行，實在感恩。

2021年12月27日，少年團E中隊舉辦了野外煮食比賽日營，吸引
了近百位少年團員參加，

我們東涌分隊的團員亦踴躍支持。

當日，一眾導師既要負責準備團員的煮食物資，也要弄好個人午餐。對我

而言，預備百人分量的煮食物資可說是一大考驗，而且分量還要「多多益

善」。雖然每個小組都會準備烤雞，但我們須未雨綢繆，先為團員預備後

備食糧，以免有人因一時失手而飢腸轆轆。另外，我們預備了麵包和水果

等材料，以及各式各樣的醬料。之後的時間就由團員大顯身手，考考他們

的烹飪技巧了。

各組長帶領組員細心分工丶相互合作，最後各組的製成品都讓評判稱心滿意，組

員們看到有此成果後成功感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我和隊友憑二人之力，準備了20個人分量的午餐，也算是一大考驗。畢
竟結婚幾十年來甚少下廚，我在這次日營跟團員一樣獲益良多。

最後，CE3贏得了兩項比賽冠軍及全場總冠軍，比賽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滿結束。團員
們齊心協力烹調的烤雞，承載了CE3一路奮發、一直學習的精神，希望他們可在日常生
活中繼續發揮這種精神。

期待未來挑戰，大家加油！

撰文 ｜ 少年團E中隊少年團導師謝淑娟

27.12.2021
一隻烤雞，

 承載了CE3的精神
疫情總離不開「防疫」兩個字，難免使日常生活變得單調枯燥。身為少年團導師的我，

也只能適應這個不一樣的新常態：由實體面授訓練到暫停訓練，再轉到網上訓練；所

有活動訓練，甚至一次簡單的見面，一切都成為奢侈的願望。疫情在去年下半年稍稍

緩和，中隊恢復了實體面授訓練，並宣布在聖誕節舉辦少年團C中隊周年
大露營。那刻我真是欣喜若狂，心情難以形容！

疫情下舉辦周年大露營，與過往的可說是截然不同，例如以往兩日一夜

的活動需要分為兩日進行，不能留宿。在進行活動時，我們亦要顧及防

疫安全並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肢體接觸，以保持社交距離。活動能在重

重限制下順利舉行，實在有賴時任少年團C中隊4分隊組羣指揮官暨籌委
會主席楊澄峰先生，不時提供寶貴的意見。

活動當天，各中隊長官及隊員作好充足準備，而少年團員亦熱烈參與。

經過第一天的破冰活動後，來自不同分隊組羣的少年團員已打成一片，

相處融洽。到了第二天的原野烹飪環節時，大家更談笑風生，一時忘卻

了疫情帶來的憂慮。在少年團C中隊44分隊指揮官郭永達先生的帶領
下，眾人久久沉浸在營火會愉快的氣氛，活動最後在一片歡聲笑語中

圓滿結束。大家看似拖着疲憊的身軀歸家，但其實內心都裝載着美

好回憶，更期待下一次的大露營活動來臨。

撰文 ｜ 少年團C中隊副小隊長曾曉東

我在2021年的聖誕節參加了由CD中
隊舉辦的年度訓練營，而這次也是我
加入民安隊以來，第一次前往大埔桐
梓童軍中心參加中隊日營。

首先，我衷心感謝一眾長官為團員準
備了多姿多彩的活動。而且，我很開
心可以在當天認識到其他單位的隊
員。大家友善親切，有說有笑，讓我
從活動中學到團隊精神及分工合作有
多重要。有些活動是我從未玩過的，
真正做到寓學習於娛樂。雖然有些活
動因疫情所限而未能舉行，難免有點
可惜，但是能與大家一起參與已讓我
滿懷期待，盡興而回。最後我希望疫
情快些完結，讓我們盡快有機會去露
營，一起煮食一起分享。

去年聖誕節，我參加了由民
安隊少年團D中隊舉辦的聖誕

日營。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我事前對活動內容一無所
知。到了活動當天，我在行程看到地點是大埔洞梓童軍中
心，而且還會有四個活動，未出發時我已難掩興奮之情。

抵達營地後，參加者平均分為四組，帶領我們的隊長非常
友善。我們玩的第一個遊戲叫「翻葉子」（聖誕版），每
組再分為兩個小組比賽，過程不但考驗團隊合作精神，也
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快速「翻葉子」。最後，我們兩個小組
各贏了一場。

第二個遊戲叫傳球遊戲。這個遊戲要求我們將球傳到每個
人手上，而最快的傳球者竟然只花了四秒。

我們玩的第三個遊戲與棉花糖有關。這個遊戲要求參加者
用意粉、膠紙和繩將棉花糖疊高，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遊戲，因為只有應用物理和數學知識，才可以將棉花糖疊
得高。

第四個遊戲是NO TIME TO DIE，這個遊戲考驗記憶力，我
們要記得所有數字才可以完成任務。

總括而言，參加這個聖誕日營令我非常開心，希望明年會
繼續舉辦，而且能吸引更多團員參加。

記得往年參加民安隊少年團舉辦的聖
誕露營活動，那時洋溢節日氣氛，與
D中隊的團員們歡樂度過，美好的回

憶仍歷歷在目。

今年我再度參加民安隊少年團D中隊的聖誕活動，不同的是由於疫情
關係改為日營。儘管感覺上氣氛與過往露營有些不同，我們的關係卻
沒有因疫情減少了見面而變得生疏，反而一見面就滔滔不絕地聊天，
絲毫不像很久沒見面的樣子。導師同樣十分熱情，經常主動和我們交
談，令整個活動場地 ─ 洞梓童軍中心充滿生氣。

導師精心設計的遊戲亦十分有參與價值。舉例說，「翻飛氈」除了能
增加我們的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外，還促進隊友互相扶持，彼此之間
增進友誼。此外，在另一考驗記憶力的遊戲中，參加者須引導另一位
隊友挑選合適的圖案並排序。這個遊戲不但訓練腦部靈活度，亦考驗
說話表達方式及記憶力。其他遊戲同樣有趣，只是未能一一盡錄，不
然我恐怕這篇文章要寫到下一個聖誕節了！

至於午膳安排方面，我認為飯菜都十分美味，質素就像在外面餐廳吃的
一樣。此外，我們每人還收到了一套刻有「CD Camp 2021」的餐具，
十分有紀念價值。在此，我要感謝長官及導師盡心盡力籌辦活動，從
交通接送到膳食安排都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一個活動能夠順利舉
辦，並讓我們玩得投入、玩得盡興，絕非易事。因此，我再次感謝長
官及導師為我們帶來了一個難忘的聖誕及美好的回憶，謝謝您們！

 

CADET CORPS NEWS
少年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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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網頁全面更新

Commissioner’s Commendation
處長嘉許狀

Honorary Officer Appointment
委任名譽長官

Promotion and Appointment
晉升與委任

江展權先生 器材中隊高級小隊長

在器材中隊長期服務，積極參與，克盡厥職，領導卓越，表現優異。

周偉傑先生 器材中隊小隊長

在器材中隊長期服務，積極參與，克盡厥職，表現卓越。

委任名譽六級長官

以下長官獲處長委任為名譽七級、六級、高五級及五級長官，

編輯小組謹此致賀：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葉慧女士 處長辦公室首席參事 21.3.2022

莫偉光先生 指揮核心組首席參事 7.2.2022

葉慧女士 處長辦公室首席參事 21.3.2022

莫偉光先生 指揮核心組首席參事 7.2.2022

委任名譽高五級長官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黃耀林先生 指揮核心組高級參事 4 28.4.2022黃耀林先生 指揮核心組高級參事 4 28.4.2022

委任名譽七級長官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周志堅博士 行政部隊總指揮 16.4.2022周志堅博士 行政部隊總指揮 16.4.2022

委任名譽五級長官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岑健明先生 指揮核心組參事 4 28.1.2022

謝汝聲先生 訓練學校參事  11.11.2021

岑健明先生 指揮核心組參事 4 28.1.2022

謝汝聲先生 訓練學校參事  11.11.2021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七級長官

李大偉先生 署理行政部隊總指揮  16.4.2022李大偉先生 署理行政部隊總指揮  16.4.2022

以下長官於2022年2月至4月期間分別獲晉升或委任為
七級及高五級長官，編輯小組謹此致賀：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高五級長官

林心琪女士 少年團 A 中隊中隊指揮官 31.1.2022林心琪女士 少年團 A 中隊中隊指揮官 31.1.2022

以下隊員於2022年3月獲頒授處長嘉許狀，編輯小組
謹此致賀：

民安處總參事方耀堂先生致送紀念盾予解放軍駐港部隊代表
駐港部隊教官運用教具，
 協助學員掌握要點

民安隊每年都為長官、隊員

和團員舉辦不同的訓練，當中步

操及升旗均為重點訓練環節。為協助

步操教練及少年團員深入認識中式隊列

及升旗禮儀，總部在2021年12月為他們舉
辦了兩期中式隊列訓練班。部隊承蒙中國人民解

放軍駐香港部隊鼎力支持，派出多位經驗豐富的隊列

教官親臨指導。

課程剛開始，學員需要從基礎逐步認識中式隊列模式、聆聽口令及動作要領。

為提高教學成效，一眾教官帶來了專用隊列教具作教學示範，以便學員在小組學習

中更易適應及掌握技巧。

學習時嚴謹，休息時輕鬆。教官及學員在小休期間不時交流，學員能藉此機會加深了解駐

香港部隊的日常生活，並且交流對隊列禮儀的看法，其間更發現原來其中一名教官雖年紀

輕輕，已曾在北京天安門擔任國家儀仗隊職務。

踏入課程尾聲，一眾教官看到各位學員在短短幾天所付出的努力，無不感到稱心滿意，故提

議在最後一天下午以表演環節形式表彰成果。所有學員齊心協力、精神抖擻，在民安處總參

事及其他長官的見證下，奮力完成整個中式升旗儀式，為課程畫上圓滿句號。相信是次訓練

能為部隊奠下良好的中式隊列基礎，亦為部隊在籌劃中式隊列教學方面展開了嶄新方向。

民安隊最近完成了網頁更新工程，以全新面貌呈現用戶眼前。這次更新以

優化用戶體驗為本，不但改良了網頁介面操作，而且更新了網頁的導覽列

項目。

公眾可隨時隨地瀏覽網站，輕鬆緊貼民安隊的最新資訊及動態，例如

了解民安隊所提供的支援及服務，以及觀看部隊招募宣傳影片。為

了增加公眾對民安隊的接觸層面，網站更建立了多個無障礙版本文

件，方便下載及查閱。

網頁修定了組織架構的主要內容，提供民安隊在各個區域單位

及分支部隊的簡介資訊，新增部隊在執行任務及訓練時的圖

片。網站亦列出過往民安隊與不同機構進行交流及社區教育

計劃活動，公眾亦可觀看「山嶺活動安全推廣運動」的網

上研討會，以及瀏覽更新版的「登山活動安全須知」，

了解正確的登山安全知識。此外，網站在下載資源庫上

載了民安隊過往出版的刊物（季刊和周年刊物），利

便公眾獲取民安隊的隊務資訊。

網站更新工程方便公眾快速檢索及瀏覽部門信

息，而且豐富多元的資訊能有效加快公眾認識

民安隊的工作。

部隊續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

 「同心展關懷」5 years +
標誌

今年是部隊連續五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頒發「同心展關懷」標誌，以表揚部隊

一直以來對關懷社區、關懷員工及關懷環境的承擔。

故此，部隊可在任何部隊刊物及活動上使用「同心

展關懷5Years+」標誌，向市民大眾展示部隊對社會
承擔的抱負。

「商界展關懷」計劃由社聯於2002年策動，旨在促進商
界與社福界之間的策略性伙伴合作，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建設共融社會。計劃亦致力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跨界別

交流活動，讓企業和社會服務機構加深彼此認識，開拓合作

空間，推行切合社會需要的跨界別社區計劃。

部隊會繼續致力在多方面積極推行關懷文化，貢獻社會。

中式隊列訓練班

因應不同瀏覽裝置，網頁會自行調相應的版面調整編排與解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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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屬單位 / 職級   

＊ 按退休日期排列

馬永康先生 支援部隊助理總指揮

岑健明先生 指揮核心組參事

梁曉慶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分隊指揮官

趙婉輝先生 少年團 E  中隊小隊長

梁貴標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高級隊員

陳佩蓮女士 福利中隊高級隊員

陳慧萍女士 九龍區域D中隊隊員

鄒麗梅女士 港島區域C中隊高級隊員

莫偉光先生 指揮核心組首席參事

蘇志華先生 少年團A中隊小隊長

徐笑英女士 新界區域B中隊副小隊長

梁肇輝先生 九龍區域B中隊高級隊員

何啟麟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高級隊員

劉巧芳女士 九龍區域B中隊隊員

劉嘉強先生 新界區域C中隊隊員

葉慧女士 處長辦公室首席參事

黃惠權先生 訓練學校高級小隊長

蕭德強先生 少年團A中隊小隊長

郭宏傑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副小隊長

羅國英先生 新界區域A中隊高級隊員

梁振聲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高級隊員

呂玉華先生 港島區域D中隊高級隊員

陳敏思女士 港島區域A中隊高級隊員

下列長官及隊員在2022年1月至3月期間正式退休，
他們服務民安隊多年，竭誠盡忠，貢獻良多。編輯部

謹代表部隊總部衷心感謝他們，並祝願他們退休後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BLOOD DONATION
CAS

目標捐血人士

民安隊各單位現役
及退休人員、

少年團員、總部職
員及親友，

詳情請參閱有關通
告。

記錄

於捐血月內參與捐
血者，須於

指定日期前向所屬
單位申報捐血

資料，以便評審有
關獎項。

獎項

(1) 成人單位參與
人數最多獎

(2) 成人單位參與
人數比例最高獎

(3) 成人單位親友
參與人數最多獎

(4) 成人單位捐血
量最多獎

(5) 成人單位參與
人數飛躍進步獎

以上各獎項另設〔
優異獎〕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

服務中心綱頁

www.ha.org.hk/rcbts

查詢  民安處總務室主管（
辦公室電話：3651 9372)

捐血月

香港紅十字會

轄下 9 個
捐血站

1-31/8

＃
請
踴

躍
支
持
 

民．安．探．知．館

【圖一】工商日報   

 （1959年6月15日）

抗疫行動至今已超過兩年，民安隊在高峯期曾一天動員約五百人

次執勤；時至今天，民安隊仍努力不懈，每天動員約三百人次，

抗疫行動的優秀表現屢次見報。

撫今追昔，民安隊早於上世紀中已曾發出總動員令，號召各級人

員出動救災。據1959年6月15日《工商日報》（圖一）所載，由於
當時連日豪雨，全港多處出現水浸及山泥傾瀉，導致多人傷亡。

警察消防已疲於奔命，為減輕他們的負擔，民安隊發出全體動員

令，所有隊員整裝待發，在指定時間向各區區部報到。剪報二  

（圖二）則報道了民安隊動員逾五百人，在港島荷里活道及九龍山

谷道災場（圖三）協助救援，而電單車傳訊員亦動員候勤。

據1959年6月17日《華僑日報》（圖四）所載，動員令於16日下午
三時解除，代表行動也隨之結束。報道形容該次動員為民安隊   

「非戰時特別動員中時間最長、工作最繁重、人力最龐大」。

時光飛逝，民安隊在2020年又遇上重大艱辛的考驗。至今仍未結
束的抗疫任務，想必會刷新上世紀的紀錄，成為民安隊成立七十

年以來，行動時間最長、動員人力最多的一次特別行動。 

曾經的動員令

【圖四】華僑日報

 （1959年6月17日）

【圖三】華僑日報（1959年6月16日）

【圖二】華僑日報

  （1959年6月16日）

部隊職業安全資訊
根據2022年度第一季意外統計數字，下列為零意
外紀錄的區域 / 部隊：

．港島區域

 ．九龍區域

  ．新界區域

   ．行政部隊

    ．培訓及發展部隊

     ．支援部隊

      ．特遣部隊

       ．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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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岩的救援行動

2020年12月26日下午，大約1515時，飛行服務隊收到消防
處通知，有人在大嶼山滴水岩從高處墮下，飛行服務隊隨即

連同飛行醫生前往拯救，。飛行服務隊視察現場環境後，在

1545時通知民安隊派出山嶺搜救中隊的四名隊員（陳尚猷、
關永森、黃東華和陳東)，前往現場協助拯救墮崖的傷者。飛

機在1558時飛至現場上空，事發地點名為滴水岩，由於事主
位處懸崖旁邊，故未能以直接吊運的方式拯救傷者。經過一

番商討後，飛機只能把我們放到最近傷者的位置，降落到小

路後我們需要穿過樹林才可到達崖邊，最後還要往下爬約

10米才可找到傷者。

我即時向成員逐一分配工作：隊員關永森先在崖頂設置穩固

點；另一隊員陳東沿繩滑下，照顧傷者；第三名隊員黃東華

則協助照顧傷者妻女。還記得當時傷者的太太在身旁，緊握

着他的左手，神情惴惴不安，而女兒則在崖頂上看着爸爸渾

身顫抖。我們先帶女兒到較安全的地方，以便同行山友照

顧。作為統籌整個行動的負責人，我馬上聯絡各個部門，並

得悉傷者額頭有傷口，深可見骨，右邊手腳扭傷動彈不得。

傷者雖神智清醒，但需要使用抬床協助移動。

我立即要求從直升機空降抬床，並委派黃東華前往空降點接

收，空勤員也跟隨他到崖頂視

察。為確保救援行動順暢，我

們商討了多個拯救方法和可

供吊運地點，關永森又到小路

另一邊視察實地。最後我們與

空勤員取得共識：先把抬床

往崖頂上拉，再穿過樹林到

達小路，後往下大約30米位
置作抬床吊運。因處理傷者

及運載需時，空勤員先返回

飛行服務隊總部，隨後再奉

召到場。

行動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我

們須將抬床上升至約10米高
的懸崖位置，另地勢險峻，

位於全港第二高山鳳凰山的鳳冠北巖、羅漢
塔、一樹洞和滴水岩，風景秀麗，氣勢磅礡，

近日成為了新晉打卡熱點。然而，撇除絕美奇景
不說，該處地勢非常險要，風化岩石又多，絕非一般山徑所能
比擬。因此，對有意打卡的行山者來説，體能、裝備和經驗三
者缺一不可。

2020年12月26日，是本人那年在山嶺搜救中隊
最後一天值勤。那天，我一直希望是風平浪靜的

「平安更」，沒有人需要我們出動拯救。不過希望
落空，一聽到召集鐘響起，我們不禁焦急起來。

這次意外發生在「滴水岩」，毗鄰著名的「一樹洞」。現場山勢
陡峭，懸崖峭壁，遊人一不小心，隨時墮崖斃命。這次行動涉及
三名求助人士，分別是受傷待援的中年男子、徬徨無助的中年女
子和驚惶失措的九歲女孩。傷者頭破血流，手腳擦損扭傷，但幸

好沒有即時生命危險。

不過，我們須先用抬床把
傷者移到安全地方，再經
由直升機把他送往醫院。
不管面臨多少艱辛險阻，
我們秉承民安隊「救急扶
危」的宗旨，憑大家豐富的
經驗及純熟的拯救技巧，同
心協力地將傷者順利運離
現場。

當值完畢時已過了晚飯時
間，但我們毫無怨言，心
中只願各人平安回家。

奉勸各位行山人士量力而
爲，做好準備才出發，千
萬不要樂極生悲。

密林之間只容

許一人穿過。結

果，我們需要不斷設

置穩固點，確保抬床上的

傷者安全無虞。其中一人操控

穩固點，另外三人則須不斷走位，

避開岩石樹木，方能運送抬床。除此之

外，我們不得不爭分奪秒，趕及在天黑前把

傷者送到吊運位置，以便直升機在光線充足的情

況下安全運載。

當我們把傷者帶到吊運地點後，隨即通知飛行服務隊到場處

理。原先我們打算由黃東華及陳東護送傷者太太及女兒下山

離開，但考慮到現場山勢險要，路途遙遠，她們既憂心忡忡

又疲憊不堪，我們最終決定再次與飛行服務隊聯絡，以直升

機吊運傷者的太太及女兒，以免她們途中體力不支。

直升機於1805時抵達現場，先把傷者運往東區醫院。我們與
傷者的妻女，則繼續在現場等候飛機返來。最終我們於1850
時離開現場，1915時到達飛行服務隊總部。

行動歷時四小時，全賴四名隊員各展所長，互相合作，整

個任務方能大功告成。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陳尚猷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山徑數量實在太多。現
時行山人士喜歡探索各處山徑，即使我們經常
與山嶺打交道，但也不一定熟悉每一條山徑，

因此只能依靠經驗完成任務。

這次發生意外的地點，更是我前所未聞的大嶼山滴水岩。

乘坐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達意外現場時，我已經充分感受到現場
環境多麽險惡，並絞盡腦汁想好所需的救援工作。飛機降落後，
沿途非常崎嶇，一眾人員既要照顧自身安全，也要爭分奪秒拯救
傷者。幸好，傷者狀況並無大礙，沒有即時生命危險，僅是頭部
皮膚擦傷，手腳扭傷。由於地勢險要，整個拯救過程十分困難，
我們費煞思量，花了相當大的力氣，才能把傷者移到可供直升機
吊運的位置。

不過話雖如此，每次能夠和隊友順利完成任務，把求助人士安全
帶離現場，雖然辛苦，但還是讓我感到愜意滿足。

隊員感想

  黃東華

隊員感想

  陳尚猷

隊員感想

  關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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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22-1-2

民眾安全服務隊70周年紀念特刊

承傳薪火為民解困 再攀高峯與眾同行

民安隊七十周年紀念慶祝活動系列

舉辦日期

2022年1月2日

2022年1月2日

2022年2月20日

2022年9月上旬

2022年11月下旬

2022年11月下旬

慶祝活動

啟動禮

社會服務計劃開展

新春行大運及開放日

紀念晚宴

特刊

大會操

今年，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喜迎70周
年白金禧，欣值香港回歸25周年，可謂喜上加
喜。回顧過去兩年，民安隊肩負重任，奮勇抗
擊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
為市民的健康把關。民眾安全服務處（民安處）
是保安局轄下的政府部門，與民安隊並肩作戰，
在全體同事齊心協力下，一直負責協助衞生署
管理多間檢疫中心，與部隊人員全力執行抗疫
任務。

民安隊除了在抗疫任務功不可沒外，在培訓人才方面亦貢獻良
多。民安隊持續獲得僱員再培訓局嘉許為「人才企業」，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並繼續將部隊的「輔助部隊基本訓練（民防）」
及「山嶺搜救訓練證書」列入資歷名冊，可見培訓課程的設計、

策劃和教學質素均獲充分肯定。多年來，民安處力臻完善，協助
部隊提升行政管理、人才培訓、緊急行動及社會服務調派的效能，
使民安隊的工作得以更有效率地執行。

此外，推動青年發展同屬民安隊的重點工作。前年8月成立的社
區教育組，負責拓展不同範疇的社區教育，為人熟知的有以青少
年為主的「民盡其才」計劃、以多元種族人士為主的「專才計劃」，
以及為不同部門、機構或社區團體而設的「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
育計劃」。

隨着時代變遷，部隊會繼往開來，革故鼎新，以市民所需為本
提供優質可靠的服務；部門會與部隊人員戮力同心，篤力前行，
實踐「承傳薪火為民解困，再攀高峯與眾同行」。我謹代表民安
處全體同事，祝願民安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民眾安全服務處總參事 方耀堂

今天是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成立
70周年的大日子，我祝願部隊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兩年前的一月，新型冠狀病毒病
開始肆虐，民安隊臨危受命，負責籌備和管
理檢疫中心，為社會築起抗疫防線。民安隊
全體人員迎難而上，長官及隊員紛紛穿上保
護裝備，眾志成城走到前線奮勇抗疫，協助
不計其數的檢疫人士完成檢疫。這段日子是
我加入民安隊以來，面對最艱鉅的考驗。

抗疫期間，民安隊既要執行抗疫任務，亦要在社交距離下維持
不同的服務，以及盡力為少年團員提供訓練。所幸部隊人員臨危
不亂，克服種種技術限制，成功把多個訓練和活動移師線上舉行，
充分體現了疫情下香港人靈活變通，自強不息的精神。

民安隊今天聲譽遠揚，實在有賴各方支持。我藉此向部隊所有
前輩衷心致敬。你們篳路藍縷，無私付出，為成立於1952年的
民安隊奠下了良好的根基。以我為首的現役長官及隊員，必然不
忘初心，把服務社會的使命傳承下去。民安隊不時需要執行各種
緊急任務，甚或在假期和節日受訓出勤，但隊員家屬毫無怨言，
默默支持，我對他們的體諒也是感激不盡的。此外，我感謝眾多
僱主容許下屬在有需要時暫離工作崗位，參與民安隊的緊急任務。
承蒙你們全力支持，讓我們一直向前邁進，風雨兼程。

白駒過隙，民安隊已走過70年的崢嶸歲月，部隊上下八千名
人員會繼續秉持「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一如以往堅
守崗位，同心協力，踐行「承傳薪火為民解困，再攀高峯與眾
同行」，一起為市民的福祉努力。

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 羅仁禮

▼民安隊處長會議成員

投．稿．須．知

本．期．要．目

編．輯．小．組

本港第五波疫情自3月初達峰後呈持續下降趨勢，而政府亦宣佈於4月21日起

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有見及此，部隊亦會跟隨社交距離措施調整步伐，

逐步有序地恢復訓練和活動。

民安隊捐血月將於本年8月舉行。編輯小組在此誠邀大家，一同參與這項有意義的

活動，慷慨捐血，以確保病人有足夠血液作適切的輸血治療。

編．者．的．話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部
職員調動

姓名 原任職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民安隊退休人員協會（CAS Retired Officers and Members Association,     
簡稱ROMA）於1999年由時任民安隊處長梁乃鵬博士GBS，
LLD，JP（現任本會創會會長）所創立，目的是維持及促進會
員間的友誼和聯繫。

為方便退休長官及隊友申請加入「民安隊退休人員協會」，

本會加推二維碼（QR Code）掃碼入會申請。

只要開啓智能手機二維碼掃描器，對準左列二維碼，手機屏幕就會自動

顯示申請表格，請按照指示填妥資料後再遞交申請。你亦可發送電郵  
(casroma2019@gmail.com)至本會索取入會表格，本會收到入會申請後將立
即跟進處理。

歡迎「碼」上加入ROMA

梁志成先生 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1）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8.2.2022
  兼行動及訓練主任（培訓發展 1） 

葉慧女士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特別任務 4） 1.3.2022 

何志立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1） 19.2.2022 

周修宏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2） 19.2.2022 

文德榮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3） 19.2.2022 

陳嘉樂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4） 23.2.2022 

鄧境鑫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5） 1.3.2022 

劉寶英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6） 9.3.2022 

何惠寧先生 新入職 行動指揮官（特別任務 7） 14.3.2022

鄧德威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5.2.2022

楊啓明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 19.2.2022

孫官喜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2） 19.2.2022

莫炎勳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3） 19.2.2022

何永祥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4） 19.2.2022

馮啓達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5） 19.2.2022

朱克儉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6） 19.2.2022

王鐫霖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7） 19.2.2022

何漢文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8） 19.2.2022

文惠昌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9） 19.2.2022

李樹恒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0） 19.2.2022

劉家慶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1） 19.2.2022

焦志強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2） 19.2.2022

何禮良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3） 19.2.2022

陳永強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4） 19.2.2022

林超明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5） 19.2.2022

祁德煒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6） 19.2.2022

黃桃來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7） 19.2.2022

陳達財先生 新入職 行動主任（特別任務 18） 19.2.2022

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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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交稿件請附上投稿人姓名、所屬單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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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作會在季刊刊登。來稿即表示投稿者同

意民安處使用及修改有關稿件製作刊物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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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於篇幅所限，文章請以500字為上限。另

外本刊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

主要立場為原則。

〈三〉 文章刊登後，本刊即擁有該文章的出版權，

本刊權利包括在其他民安隊刊物轉載該文

章，以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

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和組織。上述權利絕對不

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四〉 投稿圖片可以相片或打印圖形式遞交，若為

數碼形式，請盡量保持比例為1：1及解像度

在300萬像素（300dpi）以上，以確保最佳

印刷質素。

〈五〉稿件一經選用，將獲贈紀念品乙份。

如對本刊有任何意見或問題，歡迎在辦公時間內與

季刊副編輯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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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隊季刊旨在向長官及隊員介紹本隊的工作及

活動。我們期望這份刊物能促進雙向溝通，歡迎長

官及隊員提供有關民安隊訓練、活動和知識的文章和

圖片，以豐富季刊內容。稿件可以郵寄或電郵方式遞

交，請付上個人資料，如須使用筆名，請加以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