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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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冠康先生 參事 (特別職務) 總參事 25.7.2022

羅權興先生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3 ) 11.7.2022 

謝惠貞女士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2 ) 11.7.2022 

何德志先生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1) 4.7.2022

吳焯瀚先生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 12.5.2022

梁志成先生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社區教育 1) 3.5.2022

 兼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 1) 

黃蕬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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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22 

2022年，特區政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這是國家和香港

又一重要的里程碑。「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不僅凝鍊着香港在過去四分

之一世紀以來取得的驕人成就，更寄托着特區政府對更美好將來的熱切期待和信心。

踏入七月，隨着社交距離設施逐步放寬，部隊除了逐步恢復單位訓練及活動，亦計劃舉辦

不同的大型活動，以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及民安隊成立70周年。編輯小組會緊貼部隊的

動態，為大家報道最新資訊。

今期抗疫行動專輯，會為大家簡介由中央援建的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該設施為中央援建項目

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合共提供約 7 000 個房間，設有約 14 000 個床位。是次援建項目為本港提

供額外的隔離單位，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疫情。

眾所周知，各大醫院的急症室診治、緊急手術及器官移植手術等均須用上大量血液。然而，受疫情

影響，血液收集量銳減。部隊呼籲大家盡快前往捐血，以確保病人有足夠血液接受適切治療。希望各

位踴躍支持2022年民安隊捐血月，幫助有需要人士。

特區政府於2022年7月22日宣布，經公開及內部招
聘後，委任梁冠康先生於2022年7月25日出任民眾
安全服務處總參事，接替服務政府三十五年並已展

開退休前休假的方耀堂先生。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女士表示：「梁先生

曾任職消防處三十五年。他一直克盡職守，擔任

各個範疇的職務均表現超卓。我深信他定能帶領

民眾安全服務處面對未來的挑戰。」

梁冠康先生於1983年11月加入香港海關任職關員。
他於1986年4月轉職消防處任職消防隊長，並於
2015年11月晉升為消防總長。梁先生先後出任不同
崗位，執行各類職務，包括擔任訓練學校教官及總

部行政工作，於消防處服務直至2021年11月退休。

於2022年1月21日，梁冠康先生獲委任為民眾安
全服務處參事（特別職務）負責統籌及加強民安隊

的抗疫工作。

梁冠康先生獲
委任為新任總參事

民安處總參事暨民安隊副處長(行動)
方耀堂先生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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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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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頒獎禮

民安隊樂隊45周年音樂會

P. 4-5 高角度拯救訓練中心落成
及民安隊指揮中心系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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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於二月至三月期間
為警務處、消防處、海關、

入境處的抗疫特遣隊

提供社區隔離設施

管理系統訓練

2022

21.6.2022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第六期及
啓德社區隔離設施
相繼落成

抗．疫．進．程

抗
疫
行
動

   

專
輯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單日最高入營人數逾 860 人
19.7.2022

單日最高入營人數逾 760 人
20.7.2022

單日最高在營人數逾 5,200 人
25.7.2022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抗
疫
行
動

   

專
輯 民安隊抗疫工作

- 檢疫酒店

自2020年初本港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民安隊
一直走在抗疫工作的最前線，管理大大小小、不同類型

的檢疫及隔離設施。除了管理由渡假村、公營房屋、組

合屋改建而成的檢疫及隔離設施外，民安隊由2020
年12月3日起，亦接手管理檢疫酒店；至2022年3月

27日，民安隊在管理檢疫酒店方面的工作，暫告
一段落，全力集中管理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在最高峰時期，民安隊曾同一時間管理 10 家檢

疫酒店，合計約 3 300 間檢疫房間。回顧長達

約2年3個月的檢疫酒店工作，民安隊所管理
的檢疫酒店共接待約 17 000 位檢疫人士，

在整個抗疫工作扮演的角色功不可沒。

為應對疫情急速發展，中央為香港援建多個社區隔離設施，而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是援建項目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合共提供額外約 7 000 個房間，涉及約 14 000 個

床位，並分階段交付使用。　

設施以「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即預製組件已在廠房完成大部分飾面，

包括裝有窗戶、電掣、牆身、天花、地台等，再運往工地簡單裝嵌，接駁

水、電和污水系統等，大大縮短了施工時間。同時，各部門每天要與時

間競賽，協調施工項目的每個環節。民安處為此成立了項目專隊，在短

時間內查閱各建築物圖紙，綜合過往的抗疫經驗，為隔離單位及輔助

設施的規劃提供意見，以配合日後的實際運作。

此外，每階段項目啟用前，都會進行驗收程序。雖然驗收規模龐大，

但為了使設施能如期投入服務，民安隊亦成立了特別職務隊，與

建築承辦商一同執行驗收工作。如發現單位有損毀或未完成工

程，會即時安排維修及妥為記錄，確保符合標準，讓有需要人

士安心入住。

日月如梭，竹篙灣隔離設施自2020年正式啟用後，已營運了
超過兩年。截至2022年6月30日，設施已接待逾 52 000 名密

切接觸者或輕症病人入住。社會應對疫情的手法日後或有

所轉變，民安隊會定期檢視及提升設施管理安排，並且

繼續風雨不改謹守崗位，站在香港的抗疫最前線。

民安隊曾經管理的
檢疫酒店：
荃灣絲麗酒店

香港觀塘帝盛酒店

香港麗悅酒店

油麻地絲麗酒店

香港旺角帝盛酒店

西環華麗都會酒店

荃灣帝盛酒店

華美達華麗酒店

華麗銅鑼灣酒店

香港遠東絲麗酒店

華逸酒店

報章專欄報導民安隊在竹篙灣檢疫中心
 為應屆DSE考生安排試場（轉載自《明報》HAPPY PAMA教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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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處總參事暨 
民安隊副處長 (行動) 方耀堂先生榮休 

方耀堂先生於1989年加入民安處，獲聘任為訓練主任（後改稱為行
動及訓練主任）。2005年12月，他晉升為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及後於2016年2月晉升為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並於2018年7月
獲聘任為民眾安全服務處參事。2019年11月，他出任民安處第
十六任總參事，並於2022年5月開始退休前休假。

方先生先後服務部隊多個區域，擔任多個重要崗位，包括特遣

部隊、指揮核心組、少年團顧問、行政部隊顧問及新界區域

顧問、總行動主任、高級助理處長（行動），以及於退休前

晉升至副處長（行動）。方先生運籌帷幄、領導有方，任

內貢獻豐富的專業知識，為民安隊人員策劃行動，提供

技術訓練和後勤支援。值得一提，2020年初本港爆發
新冠疫情，他帶領部隊參與抗疫工作，包括管理多個

檢疫中心及檢疫酒店/社區隔離設施，表現備受社會

各界肯定。

編輯小組謹代表民安隊仝人，衷心感謝方先生過

往多年的英明領導，並在此祝賀方先生榮休後

身心安康、生活愉快。

民安隊指揮中心於2006年新總部落成啟用後投入運作，至今已
有16年多。為了提升在社會大型活動、各種山嶺巡邏及緊急
行動時的指揮及調派效能，民安處於2022年獲撥款300多
萬元，更新指揮中心的硬件及軟件系統設施。

設施更新後改為採用液晶顯示屏幕，連接電腦作多端投

射控制，取代傳統人手操作。同時，為提升隊員執勤

時的安全並提高與指揮中心的通訊效率，手提無線電

話全球定位追蹤系統亦已投入服務，以便指揮中心

的工作人員掌握最新的現場資料及前線隊員的實

時位置，進而作出適當調動。

民安隊指揮中心系統更新

高角度拯救訓練中心啟用

民安隊高角度拯救訓練中心

於2022年5月13日舉行開
幕儀式，並邀請了時任建築

署署長何永賢女士擔任主禮嘉

賓。

出席開幕儀式的其他主禮嘉賓

包括建築署助理署長（物業事

務）冼國良先生、民安隊處長羅

仁禮先生, MH, JP及時任民安處

總參事方耀堂先生。

訓練中心樓高兩層，設有高角

度拯救和狹隘空間拯救訓練設

施，能為民安隊山嶺搜救中隊

和緊急救援中隊人員提供專門

訓練場地，有助提升他們在攀

山及坍塌拯救方面的專業知識

和救援技巧，從而加強執行救

援及抗災工作的能力。

為保安局抗疫特遣隊
提供社區隔離管理系統訓練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政府各部門迅速採取大量防疫對策。除了委派民安隊管理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外，保安

局亦派遣各大紀律部隊人員成立一支「抗疫特遣隊」，參與部門包括警務處、消防處、入境處及海關，協助管理各

區社區隔離酒店及方艙醫院。民安隊應抗疫特遣隊邀請，為特遣隊前線人員舉辦「社區隔離管理系統 (CIFMS) 應用
訓練」，提供管理系統教學及提出營運社區隔離中心的建議。

民安隊派出資訊科技小組代表提供訓練，在一個月內舉辦了14節課堂，更派員前往青衣、新田、港珠澳大橋、粉嶺、洪
水橋及潭尾，為準備營運的方艙醫院提供教學支援，內容包括講解系統應用和接收隔離人士的流程，以及分享經驗。14
節訓練的出席人數共超過六百名學員，為社會抗疫工作提供了重大的後勤支援。

總結連日訓練，各大紀律部隊的學員均全程投入，踴躍發問，而民安隊代表與學員互相交流營運社區隔離設施的心得，相信

彼此成果豐碩，獲益良多。

方耀堂總參事 (前排左四) 與民安處職員合照

何永賢女士（右圖第二排右三）及   
其他嘉賓於開幕儀式後參觀中心的訓練設施， 

並觀看模擬訓練示範

更新工程剛峻工不久，指揮中心便迎來了首次熱帶氣旋行動（颱風邏芭），
 為新系統做了一次嚴格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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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屬單位 / 職級   

＊ 按退休日期排列

周志堅先生 行政部隊總指揮

黃耀林先生 指揮核心組高級參事

羅志光先生 訓練學校分隊指揮官

譚國華先生 緊急救援中隊高級隊員

方耀堂先生 副處長（行動）

梁德偉先生 民安隊樂隊指揮官

陳暉昌先生 訓練學校小隊長

林麗嫦女士 九龍區域C中隊高級隊員

馬勝安先生 九龍區域D中隊隊員

陳如珍女士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高級參事

羅瑰琦先生 港島區域A中隊高級小隊長

戴仲江先生 訓練學校小隊長

劉麗思女士 指揮核心組副小隊長

呂榮強先生 新界區域D中隊高級隊員

下列長官及隊員在2022年4月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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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鄭錦華先生 

 副主席： 李謙彥先生 

 顧問： 黃蕬茹女士 

 司庫及福利及活動分委會： 李兆鏗先生

 秘書 (正)： 李偉明先生 

 秘書 (副)： 陳妙芳女士 

 紀念品分委會： 游嘉琪女士 (召集人)

  區潔玲女士 

 捐獻分委會： 余威廉先生 (召集人)

  陳小娟女士 

 會員註冊分委會： 鄧偉濠先生 (召集人)

  楊少月女士 

  何國榮先生 

 福利及活動分委會： 廖漢光先生 (召集人)

  袁建偉先生 

 福利及活動分委會： 鍾翠欣女士 

 體育及比賽分委會： 何子平女士 (召集人)

  馬文立先生 

  何志康先生 

  張兆雄先生 

民安隊2021年度捐血活動已圓滿結束。縱使疫情反
覆，各民安隊人員、少年團員、民安處職員及親友仍

然踴躍參與。而頒獎典禮已於2022年5月24日（星
期二）晚上，在民安隊總部禮堂順利舉行。

此外，民安隊總部與香港紅十字會將在本年8月
再度舉辦「民安隊捐血月」，希望各位能以無

私精神，繼續支持民安隊2022年捐血月，秉
承部隊「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宗旨。

民安隊2021年度
捐血活動頒獎典禮

撰文 ｜ 民安處行動及訓練組（社區教育）

社區教育
第五波疫情於2022年年初爆發，深受學界歡迎的「民
盡其才」計劃活動戛然而止。幸好踏入4月，疫情逐漸
緩和，中小學陸續復課，「民盡其才」的活動亦重新

展開。社區教育組連同「民盡其才」計劃的導師，仔

細了解參加計劃的學校及機構需要，盡心盡力安排合

適的訓練，包括升旗訓練、山嶺安全小先鋒，以及使

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等的訓練。

部隊總部除了恢復訓練外，亦不忘對外推廣民安隊社

區教育的工作。2022年7月13日，沙田區小學校長會
到訪民安隊總部，了解「民盡其才」計劃的內容。社

區教育組在少年團及特遣部隊的協助下，向一眾校長

及老師詳細介紹「民盡其才」計劃的活動，包括升旗

示範、紥作展示、沿繩下降、運動攀登及拯救示範。

此外，隨着風季來臨，民安隊聯同消防處、渠務署、

香港天文台、少年警訊及紅十字會，6月內先後在杏花
邨及鯉魚門進行「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劃」的宣

傳活動，藉此提升該區居民的防災意識。活動人員不

但向居民介紹了各個部門在惡劣天氣時的工作，而且

講解了應對颱風和水浸的措施。

為了加強社區教育的工作及廣徵人才，部隊總部於

本年年中再次展開「民盡其才」導師招募工作，以

期吸納更多優秀教練投身訓練工作，進而提升計劃

的質素。

民安隊
聯誼會
2022年周年會員大會

民政事務局
局長嘉許計劃

頒授典禮
2022年5月24日，民安隊聯誼會2022年周年會
員大會在民安隊總部順利舉行。前任主席新界區域

總指揮劉自由先生在主席報告中提到，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響下，聯誼會再次經歷了不一樣的一年；

他感謝各方支持，有賴全體執行委員積極投入，以

及核數師「錦華會計師行有限公司」和法律顧問「

何啟德，黃淑霞律師行」義務協助，聯誼會能履行

為會員安排康體活動及謀求福利的宗旨。他祝願新

一屆執行委員會工作順利，事事如意。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於2002
年成立，表揚在社區建設、社會服

務、青年工作等範疇有傑出表現和

貢獻的人士，當中包括專為制服團

隊的義務領袖而設的組別，以表揚

他們為青少年發展工作一直以來付

出的努力和貢獻。

2021年，陳如珍女士、霍民洛先
生及任敬業先生獲頒授「民政事務

局局長嘉許狀」，而頒授典禮已於

2022年6月11日在政府總部舉行，
由時任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

先生頒授獎章及獎狀。編輯部謹向

三位獲嘉許的長官

和隊員致賀，

感 謝 他 們 多

年來的無私

奉獻，並樹

立良好榜樣，

鼓勵更多人參與

青少年培訓工作。

陳如珍女士
時任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

高級參事

任敬業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高級小隊長

霍民洛先生
少年團E中隊參事

制服團隊義務領袖
UG VOLUNTEER LEADERS

制服團隊青年義務領袖
UG YOUTH VOLUNTEER LEADERS

民安隊聯誼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部隊近日分別於民安隊總部各樓層

及少年團中隊辦事處設立 WIFI 熱點，

供各長官、隊員及少年團員使用。

各 WIFI 熱點位置：

民安隊總部大樓各樓層

少年團各中隊辦事處：

-  修頓中心 15 樓
-  北區政府合署 3 樓
-  屯門政府合署 4 樓
-  荃灣政府合署 23 樓
-  創紀之城第六期 19 樓

加強 WIFI 熱點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副院長林美鍚先生 (右五) 
 致送紀念品予民安隊代表

「緊急事故公眾安全教育計劃」的宣傳活動在杏花邨舉行 民安隊2021年度捐血活動各組別獲獎名單可參閱季刊第131期第16頁報導

「民盡其才」導師向 
 學生教授升旗的知識及技巧

優．化．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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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季軍

優異

冠軍 崔而德先生
九龍區域C中隊

周鴻青先生
九龍區域D中隊

陳凱欣女士
港島區域D中隊

步操訓練是培養紀律及團隊精神的重要一環，既重視團隊合作精神，又強調整齊劃一、

鏗鏘有力的動作，以展現部隊的雄壯氣勢。

民安隊儀仗隊於2019年正式成立，由一班對步操深具熱誠的隊員肩負重任。
他們接受常規訓練，致力提升技術水平，經常在典禮中進行表演及升旗儀式。今年儀

仗隊適逢其會，表現良好的隊員更有機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暨民安隊70
周年紀念大會操擔任表演成員，可謂別具意義。

儀仗隊在訓練、典禮儀式及結業會操全面推行中式隊列元素，務求讓部隊表演盡善盡

美，彰顯國家情懷。

展望未來，儀仗隊能充分展現中式隊列的氣勢，在部隊、新隊員訓練及結業會操一展

所長。

民安隊儀仗隊

2021年12月27日晚上，民安隊樂隊以音樂傳揚愛心，彼此同心、
齊心抗疫及與民同行的理念，在總部舉行了45周年音樂會。

除樂隊表演外，民安隊電單車表演隊亦在音樂會上獻技，在電單車表演加入

聖誕老人元素，令觀眾對電單車表演留下新穎的印象。

當晚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李樹榮博士SBS, JP 主持啟動儀式，見證樂隊的成長，

並得到很多嘉賓及親友支持，在悠揚樂韻中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樂韻傳愛齊抗疫
民安隊樂隊45周年音樂會

民安隊七十周年紀念WhatsApp貼圖設計比賽頒獎典禮已於2022年
5月24日晚上，在民安隊總部禮堂順利舉行。

承蒙高級助理處長 (行政) 王俊光先生、高級助理處長 (少年事務) 

梁鳳兒女士和高級助理處長 (發展) 譚燕萍女士撥冗擔任比賽評

審，並由副處長 (行政) 林國興先生, JP 擔任頒獎嘉賓，令是次
比賽生色不少。再次感謝各位長官及隊員踴躍支持和參與這

次活動，請大家繼續留意「動感民安隊」Facebook專頁，
緊貼有關民安隊70周年紀念慶祝活動的最新動態。

民安隊七十周年紀念
WhatsApp 貼圖設計比賽

麥國源先生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

民安隊成立70周年，長官、隊員和少年團員齊心協力，

以誌慶口號：「承傳薪火為民解困，再攀高峯與眾同行」

自勉，繼續秉持「救急扶危，服務社會」的精神，一如以

往堅守崗位，為市民的福祉努力。

創作意念

主禮嘉賓主持啟動儀式

主禮嘉賓接受敬禮

升旗儀式 花式步操

風笛隊表演

電單車表演隊表演 聯合大滙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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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and Appointment
晉升與委任

Commander’s Commendation
總指揮嘉許狀

獲委任榮譽長官 
與高級長官合照

Honorary Officer Appointment
委任名譽長官

委任名譽高五級長官

以下長官獲處長委任為名譽七級及高五級長官，編輯小

組謹此致賀：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梁德偉先生 民安隊樂隊指揮官 5.2022

陳如珍女士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高級參事 6.2022

梁德偉先生 民安隊樂隊指揮官 5.2022

陳如珍女士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高級參事 6.2022

委任名譽七級長官

姓名 原任職位  生效日期

方耀堂先生 副處長（行動） 5.2022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六級長官

吳焯瀚先生 支援部隊顧問  12.5.2022

李佩玲女士 助理少年團總指揮1 15.6.2022

侯志昌先生 助理港島區域總指揮1 15.6.2022

吳焯瀚先生 支援部隊顧問  12.5.2022

李佩玲女士 助理少年團總指揮1 15.6.2022

侯志昌先生 助理港島區域總指揮1 15.6.2022

以下長官於2022年5月至7月期間分別獲晉升或委任為
六級、高五級及五級長官，編輯小組謹此致賀：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高五級長官

方肇聰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中隊指揮官 23.5.2022

鄧智聰先生 民安隊樂隊指揮官 31.5.2022

陳昌盛先生 港島區域 C 中隊中隊指揮官 15.6.2022

劉景暉先生 少年團 E 中隊中隊指揮官 15.6.2022

范禮基先生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高級參事 26.6.2022

方肇聰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中隊指揮官 23.5.2022

鄧智聰先生 民安隊樂隊指揮官 31.5.2022

陳昌盛先生 港島區域 C 中隊中隊指揮官 15.6.2022

劉景暉先生 少年團 E 中隊中隊指揮官 15.6.2022

范禮基先生 少年團管理及發展辦公室高級參事 26.6.2022

姓名 新任職位  生效日期

五級長官

王翠霞女士 新界區域 B 中隊中隊副指揮官1 15.6.2022

范智星先生 九龍區域總部參事  15.6.2022

李樂生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組羣指揮官4 15.6.2022

何家祈先生 少年團總部參事 15.6.2022

陳梓沛先生 新界區域 C 中隊中隊副指揮官2 15.6.2022

李家祺先生 少年團 A 中隊組羣指揮官4 15.6.2022

徐德基先生 少年團 D 中隊組羣指揮官1 20.6.2022

方鈞富先生 少年團 B 中隊組羣指揮官4 26.6.2022

王翠霞女士 新界區域 B 中隊中隊副指揮官1 15.6.2022

范智星先生 九龍區域總部參事  15.6.2022

李樂生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組羣指揮官4 15.6.2022

何家祈先生 少年團總部參事 15.6.2022

陳梓沛先生 新界區域 C 中隊中隊副指揮官2 15.6.2022

李家祺先生 少年團 A 中隊組羣指揮官4 15.6.2022

徐德基先生 少年團 D 中隊組羣指揮官1 20.6.2022

方鈞富先生 少年團 B 中隊組羣指揮官4 26.6.2022

陳麗英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陳嘉倫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區景偉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徐天來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袁振邦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黃俊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蕭寶儀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陳偉成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車美緻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陳桂樂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馮美忠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李加良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姚慧淇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邵美玲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鄧漢華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梁偉豪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甄志賢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禇寶梅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郭定欣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李麗蓮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李智健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陳寶玉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鄧兆康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譚太易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陳子健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鄺彩燕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徐國強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吳海德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賴少雄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駱亦文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岑煒基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梁玉蓮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榮泰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孫華忠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國良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吳珮珍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吳嘉燕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周啟然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耀祖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錦榮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梁潔冰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志成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方佩珊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嘉偉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徐穎妍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朱淑芳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蔡錦波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張迪嘉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盧偉健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阮國洪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黎寶儀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鄧廣恩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鄧紀華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錦榮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鄧順銘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恒光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陳映秀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2021 年10 月颱風「圓規」，積

極參與緊急行動，致力服務社

會，值得表揚。

梁金用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譚添威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羅凱華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王茵明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在2021年協助管理檢疫中心，
積極參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
行動，表現出色。

岑美寶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林國湧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鄺國英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在2021年協助管理檢疫中心，
積極參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
行動，領導卓越，表現出色。

鄧飛龍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協助九龍區域D中隊組織及策劃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遠足徑維修

計劃，領導卓越，表現出色。

鄭德明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在2021年積極統籌分隊長官
及隊員，以協助管理檢疫中心

及參與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
行動，策劃專業，表現出色。

莫國華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協助總部及九龍區域D中隊的鏈
鋸訓練工作，積極參與，表現出

色。

黃智嫻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統籌九龍區域D中隊的行政支援
工作，領導專業，表現出色。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積極參與檢疫中心工作，表現出色。

林麗嫦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梁健強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劉惠門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梁樂文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颱風吹襲期間，接連出勤，積極

參與防災任務，表現出色。

蕭浩才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謝永輝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彭雪怡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積極參與九龍區域D中隊的行政
支援工作，表現出色。

廖潔玉女士 九龍區域總部
區景偉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蕭寶儀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鄺彩燕女士 九龍區域 A 中隊

李嘉偉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徐穎妍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朱淑芳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劉巧芳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梁肇輝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劉惠門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崔而德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周敬珩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陳潔盈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楊少珊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陳家輝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麥國樑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積極參與九龍區域更換儲物櫃

行動，表現出色。

賴玉成先生 九龍區域 D 中隊

積極參與運輸中隊駕駛任務，表

現出色。

樊子俊先生 少年團 B 中隊

策劃及統籌民安隊少年團步操比

賽2021，領導有方，表現卓越。

曾超駿先生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
蔡婉華女士 少年團 D 中隊

參與少年團野外定向比賽2021委
員會，表現出色。

余威廉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

策劃及統籌少年團頒獎典禮

2021，領導有方，表現傑出。 

李家揚先生 少年團 C 中隊

劉翠玲女士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
謝偉彤先生 少年團 A 中隊

參與少年團頒獎典禮2021，表
現卓越，值得嘉許。

梁樂謙先生 少年團訓練辦公室

為少年團頒獎典禮2021提供專
業資訊科技支援，表現出色。                     

李遠方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羅敏僮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潘兆祥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凱旭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家盈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卓源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何耀威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劍峯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張振新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明江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馬玉堂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甘泉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甘迪龍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黎浩謙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黃光輝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周國良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呂偉明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何紹裘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崔而德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勞雪萍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陸紅梅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梁少樂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鍾維鋼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吳楚吟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周敬珩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孔佩芝女士 九龍區域 C 中隊

周良勝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潘嘉銘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劉志偉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凌浩威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洪曉育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劉志恆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鍾子健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李啟沂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胡展暘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楊振輝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李嘉浩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葉海峰先生 九龍區域 C 中隊

黃麗芳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張健明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李有成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岑幗麗女士 九龍區域 B 中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主動參與檢疫中心工作及其他隊務，

表現出色。

李和偉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袁振邦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甄志賢先生 九龍區域 A 中隊

2021  年10  月颱風「圓規」吹襲期間，參與緊急行動，表現出色。

支援九龍區域D中隊的分隊行政及訓練工作，積極參與，表現出色。

王俊永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岑煒基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黃麗明女士 九龍區域 D 中隊

范智星先生 九龍區域 B 中隊

2021 年10 月颱風「圓規」吹襲期間，積極統籌人手調動工作，無私

付出，表現出色。

長官晉升及
 委任儀式

2022年6月21日（星期二）晚上，總部禮堂順利舉行儀式，
分別向獲晉升長官、名譽長官及頒發獲處長嘉許狀的長官和

隊員頒發了委任信及嘉許狀。

編輯部謹恭賀各獲晉升長官工作順利，名譽長官生活愉快，

獲獎長官及隊友再接再厲，身體健康。

獲頒授處長嘉許狀
 的長官和隊員與
  高級長官合照

Commissioner’s Commendation
處長嘉許狀

周暢光先生 公共關係辦公室高級參事

支援建設「同心園」以賀民安隊七十周年，盡心竭力，表現專業。

黎明輝先生 山嶺搜救中隊中隊副指揮官

2022  年1  月10  日在西貢竹角的山嶺搜救行動中，帶領拯救小隊及

拯救失蹤者，表現專業卓越。

以下隊員於2022年3月至7月期間獲頒授處長嘉許狀，
編輯小組謹此致賀：

獲晉升的長官
 與高級長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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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職業安全資訊
根據2022年度第二季意外統計數字，下列為零意外紀錄
的區域 / 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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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柏燃 少年團 C 中隊

在2021年沙田區升中博覽的少年團招募
活動中表現卓越，並積極參與少年團C
中隊大露營及相關的準備工作。

李健森 少年團 D 中隊
彭晴 少年團 D 中隊

在民安隊少年團野外定向比賽2021中，
表現出色，領導有方。

梁焯瑤 少年團 B 中隊
陳子健 少年團 B 中隊
劉領軒 少年團 B 中隊
方泰行 少年團 B 中隊
鍾欣彤 少年團 E 中隊
林樂怡 少年團 E 中隊
鄭穎 少年團 E 中隊

協助分隊組群運作及發展，表現超卓。

黃振庭 少年團 A 中隊

積極參與民安隊少年團太陽能燈應用工

作坊及營地優化服務，表現優良。

傳誠之旅 - ICAC 大館活動
2022年6月19日，民安隊少年團應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邀請，參加了「傳誠
之旅」體驗式展覽暨「誠信定向」活動。65名少年團員，於「大館」(即
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 進行了半天的活動。期間團員

們接觸了各類宣傳展品，包括「經典常新」展覽廊，「傳誠定格」藏品

賞，亦參與了多項互動性攤位遊戲，讓團員身體力行，以誠信啟導人

生，團員亦從中了解到廉政公署的防貪工作及廉潔公平的重要性。

今次六月十九日的民安隊活動，我參加了廉政
公署旗艦活動「傳誠之旅」體驗式展覽暨「誠
信定向」活動。首先，廉政公署的活動，讓我
知道更多關於廉政公署及反貪的小知識，例
如：廉政公署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遇見
貪污應該第一時間報告廉政公署，而不是自己
蒐集資料等。這棟古色古香的大館，可以看到
它歷史悠久，有着英式的建築方法，前身為監
獄，畢竟在香港的古蹟文物也不是很多，而且
裏面也有一些展覽讓我們認識香港歷史，所以
是一個很難得、珍貴的體驗。我在這次的活動
中獲益良多，謝謝導師們安排這一次的活動。

陳璵恩 少年團A2

On Sunday June 19th, CA1 Cadets joined a visit to the Tai Kwun - Center for 
Heritage and Arts, The ICAC have create an event they called‘傳誠之旅’(Journey 
for Integrity) , it’s was about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ICAC and on scenarios 
we should report when people do illegal paperwork or anything about corruption. The 
event is about how to prevent getting scammed, report to the ICAC, and the history 
of ICAC after 1997.

On that morning, the Officers leading us said to have fun walking around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productive other than looking at a phone, but there are a couple of 
tasks which we had to use the phone, so we don't have melancholy and take out our 
phone. My buddy and I were the only two Cadets who were going to represent the 
whole CA1 for this event. We have been requested to group in peers to go through 
the event, we looked at their artworks, old documents, and the history of ICAC. It’s 
takes about 45 mins to finish all those activities.

We have 45 mins of free time to walk around the Tai Kwun - Center for Heritage 
and Arts, there is a couple funny talks, for example, our leader said “let’s go to 
visit the toilet in the Tai Kwun” ,“ It’s looks luxury”, and there is one more very 
funny part “before it’s a Tai Kwun now is also a Tai Kwun” this term have make 
the whole team laugh so loud. At the end, we have some gifts to bring home and 
learnt a part of history about Tai Kwun - Center for Heritage and Arts, for 
example, in 1884, the an Indian officer are in command of the Hong Kong Tai 
Kwun and there is a court and a jail cell for the prisoners to get judged and going 
to be in prison and how are the condition for the people in the jail cells. Also, how’s 
does the old court looks like.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event for us to reflect and remember terms to prevent 
scams but after all I like the event because I have learned some interesting facts 
and also meeting some old friends.

吳日騫 少年團A1

韓天朗 少年團A2

很高興能在6月19日跟從民安隊到大館參觀，
這次是我第一次到大館參觀。實在是獲益良
多。大館前身為舊中區警署，活化後成為
香港法定古蹟，裏面的設施和介紹深深地令
我認識警署裏面的設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設施是參觀監倉入面，令我知道往時的人
是如何從監倉裏渡過生活，實在是令我大開眼
界。大館真是一個令人值得一去的地方，可
以令我們認識更多，了解到往時的另一面。

劉穎謙 少年團A2

很高興能在6月19日跟從民安隊到大館參觀，這次是我第一次到大館

參觀。實在是獲益良多。大館前身為舊中區警署，活化後成為香港法

定古蹟，裏面的設施和介紹深深地令我認識警署裏面的設施。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設施是參觀監倉入面，令我知道往時的人是如何從監倉

裏渡過生活，實在是令我大開眼界。大館真是一個令人值得一去的

地方，可以令我們認識更多，了解到往時的另一面。

My name is Samuel. I am thirteen 
years old, and I am studying in 
Invictus Secondary School.  I am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outdoor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Civil Aid Service. In these 
outdoor activities,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relics, including the 
police station, court, etc.  In 
addition, I also experienced 
imprisonment for a few minutes.

黃恩彤 少年團A2

在六月十九日，我參加了民安隊舉辦的廉政公署旗艦活動 - 傳誠之旅
體驗式展覽暨誠信定向活動。首先，這次活動包含一系列以反貪及傳誠
為主題的體驗活動，讓我了解和回顧香港的反貪歷程，同時，我也
認識了貪污的禍害及香港的法治制度。再者，這次活動有互動的環節，
令我可以透過觀看影片、展板回答問題和參觀大館內的不同展覽廳去更
加深入地認識香港歷史。

這次活動使我獲益良多，留下一個愉快的回憶。希望我有機會可以參加
更多同類型活動，繼續努力學習，吸取更多經驗。

黃澄峰 少年團A1

今天，民安隊給了一個機會讓我去了一個我
沒去過的地方 - 大館，即是舊中區警署。裡
面中間的空地舉辦了一個由ICAC廉政公署
舉辦的活動，叫「傳誠之旅」。裡面除了讓你
認識廉政公署的運作外，還會讓你了解香港
的廉貪史，就是過去關於貪污的案件。隔壁有
歷史建築，讓我看到以前的監倉跟法庭，
那些都是香港的法定古蹟。總結而言，這次
活動不只是坐在課室裡面，還了解到書本上了
解不到的東西。

黃嘉航 少年團A2

這次活動讓我獲益良多。我從那裡各色各樣的歷史建築認識

到古人厲害的智慧和技術。他們的建築同時具備實用性和

外觀的特質。作為剛加入民安隊的新團員，我能在活動中看

到其他團員的認真態度和謹慎守護民安隊形象的一面。

希望我將來也能像他們一樣作新團員的好榜樣！

徐安淇 少年團A2

今天很高興能可以到大館參觀，雖然今天天氣

稍點熱，可是我還是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我很高興我可以到大館參觀這些歷史建築物，

認識從前警隊用過的房間和設施，其中最特別

的是監獄和法院。他們的氣氛都特別真實，

今天收穫十足。

黎哲思 少年團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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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7日約1645分，飛行服務隊的警報響起，我原定下午五時在
飛行服務隊總部收工，滿以為一定是B更接手。誰知長官聽完控制中心
的匯報及分析了事態有多嚴重後，帶隊長官要求我們A更四位同事留下
幫手。大伙兒當然二話不說地答應，而因應情境及地理不同，帶隊長官

將我放入先頭部隊後，就立即收拾器材上機進行任務。

天氣不穩定，空勤人員接近意外範圍後，只能將我們一行四人吊運到與

傷者距離稍遠的小徑上，而我們隨即向事發地點進發。途中，我們遇到

消防人員在溪邊守候並告知我們傷者位置，原來消防隊伍已經將傷者處

理並正在用抬床將其運到小路。其後我們與拯救隊伍會合及協助運送傷

者，但因山石路面非常濕滑狹窄，加大了運送工作的難度。當我們一行

人到達比較寬闊的小路後，原想召喚直升機到場運走傷者，但天氣仍不

穩定，加上霧雨一陣陣飄來蓋過山頭，我們與消防人員考慮了傷者的傷

勢後，決定先把傷者運送到心經簡林，再用救護車運走。

在山嶺搜救隊的日子不算長，但由A更做到B更可算是首次。做得辛
苦嗎？不覺得。做得開心嗎？非常開心。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小隊長趙國忠

2022年5月7日，星期日，天色昏暗，A更。

早上約10點，到達香港飛行服務隊 (GFS) 總部，完成登
記後就開始第一項工作：清點民安隊放在GFS的搜救器
材。雖然每星期均會點算，過程也有些繁複，但是這是必

要的步驟。當我們需要出動時，往往只有約10分鐘的時
間準備，所以必須預先確保器材齊備並運作正常，才能加

快行動效率。

完成器材檢查後，隊友們會修整個人器材；經驗豐富的隊

友亦會趁機跟年資較短的隊友分享不同的攀山救援技術，

以便在飛機更中互相配合。

冷不防一陣刺耳又熟悉的警號響起，大家馬上放下手上的

工作，隊長及另一隊友趕往GFS控制室了解情況，看看
是否需要出隊；經了解後是次行動不需要我們協助，一切

回復正常，可能時間尚早，上午只響了一次警號。

中午過後天氣開始轉差，下了幾陣雨，天氣轉變往往增加

了戶外活動的難度，但GFS的警鐘暫時沒有再響。

三點前迎來了B更6位隊友，A及B更共10位隊友頓時令
GFS的休息室擁擠起來。

下午4點45分響起警號，A及B更的帶隊長官均到了
GFS控制室了解。一般情況下如需要出隊，B更隊友會
先出動，A更會於5時乘車回民安隊總部。然而，這次情

況有所不同，消息指鳳壁石澗一名女子懷疑盆骨骨節；

因應現場環境及傷者情況，可能需要更多支援，更有可

能需要10位隊友全數出動。就在大家準備行動時，警鐘
再次響起，意味還有其他人士需要協助。

帶隊長官決定先與三位經驗較豐富的隊員，帶備器材先乘

直升機到鳳壁石澗現場，再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支援。直

升機起飛後沒有一直爬升，而是沿着大嶼山海岸線前進，

因為當時雲底只有約三四百米高。直升機好不容易在雲

隙中找到一條通道到鳳壁附近，盤旋了一會終於找到一

處比較適合垂吊下降的位置。我們下機後，很快趕到事

發位置，消防隊早已抵達。現場位處密林，加上當時有大

隙片烏雲湧至，直升機未能吊起傷者，與消防隊商討後我

們決定合力盡快將傷者沿石澗運送到小路，再以抬床運送

往大路，最後順利把傷者送上救護車助其脫離困境。

在我們登機後不久，另外四名隊友亦緊接飛往倒腕崖處

理另一宗意外；從對講機通訊中得知一名行出人士失去

知覺，救援人員正為其進行心外壓。

每次出動前我們都會做最充足的準備，但每次救援不同

仍構成挑戰。

回到GFS時已經8點了，當時還有另一宗搜救進行中，但

因天氣及地形關係而不需要我們支援。

原先答應了太太，當晚跟她回娘家與丈母娘吃飯預早慶

祝母親節；最後反而要另再安排了。太太得悉原因也很諒

解，只是輕輕說了句「一切小心」。

飛機更並非外人心中所想的「有得坐免費飛機」，而可能

只是單程機票，下機後真正的挑戰才開始。而且，飛機空

間有限，每次出動的人手及可攜帶的器材也有限，四位隊

友必須有勇有謀，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救援。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副小隊長吳凱

人與動物、生命平等

記得在小學讀書時，曾遇到一位充滿愛心的英文科女老師。印象最深

的是在一次學校活動中，老師把所領養的唐狗帶到學校來。她不但細

心講述領養那小狗的過程，而且向同學灌輸了很重要的意識：人需要

愛護尊重動物，因為彼此均有生存權利。慶幸遇到這位老師，我認識

到人生於世上，應平等看待其他動物。藉此機會分享一下我參與攀山

拯救行動二十九年以來，一次特別的拯救行動。

2022年4月10日，當天如常在飛行服務隊當值，接近傍晚時分拯救鐘
響起。我飛奔到飛行控制中心聽取行動述要，得知有兩位男士在蚺蛇

尖近山頂位置發生意外。深入了解後，傷者原來是兩位男士所攜帶的

一隻瑪蓮萊犬，那隻小狗左前腳掌骨折而不能如常步行。我與機長商

討後，決定與三位隊員到蚺蛇尖山頂進行拯救。

到達現場時，兩位男士與狗狗正在蚺蛇尖山頂對下約20米等待救援。
機長立即把我們放到50米對下安全位置，而我們一着地就立即跑向他
們所在位置。邊跑時心中盤算該用甚麼拯救方法？拯救生涯中從未學

習過動物拯救技巧，而且拯救器材是以拯救人類原則而設計的，該怎

麽辦？我們四人最初嘗試使用民安隊常規方法，用繩索結紮把狗狗綁

在主人背上，並協助主人慢行下山，但因狗狗感覺不舒服而未能成功。

其後，我們改變用另一種方法，即時制作了一張小型繩床，並把狗狗

放上繩床。繩床質地可能較為柔軟，狗狗在上面時有些不安，此方法

又行不通。左思右想，突然想起那位小學老師的話：人與動物的生命

價值是平等無異的。那又可否把這隻狗狗當成受傷的人類看待，試一

試放在鈦金屬拯救床上，再使用我們日常使用的鈦金屬拯救床技巧把

狗狗運送下山？我立即通知在遠處守候的直升機，給我們空投一張鈦

金屬拯救床。我們在運送途中戰戰兢兢，因為蚺蛇尖近山頂位置是相

當陡峭的直坡，抬送有相當難度。所幸狗狗接受了這款拯救模式，我

們與狗狗主人齊心協力，最終順利把狗狗帶到安全地方。

我們在每次任務都竭盡所能拯救人類生命，這次任務我們同樣不負所

托，拯救了動物的生命。這次不一樣的任務更加深了我與三位隊員   

(楊志濤、陳家鉦及林峰) 關愛動物的意識：除了拯救人類生命，拯救

動物生命同樣重要。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分隊指揮官李家明

鳳碧石澗事件

當更辛苦嗎?

2022年5月7日，星期日，B更。

當更，任何時間都要吃飽，尤其是在天氣不穩定的日子，因為你不知道

下一刻會有什麽突如其來的任務。今天走好運，大家吃過了寧靜的一頓

飯，吃過飯後救援鐘才響起來。

正當早更隊友準備收工時，救援鐘又響起，我即時跟長官走到控制室聽

取事件。空勤主任說在大嶼山鳳壁石澗有一名女子從高處墮下，經驗告

訴我又要準備一趟任務。我即時返回候命室，通知隊友先行準備。果

然，長官一回來就說 「 出十個」，我真的不敢相信，但當長官重覆

說 「係呀，十個出去」，我就意識到這次任務將會相當艱辛。

我們迅速安排，帶着裝備，我是第一批隨直升機起飛抵達現場的隊員。

然而，因雲層太低，直升機遲遲未能找到地方把我們放下，而每次直升

機做吊運工作就是最危險的。好不容易才找到吊運地方，今次同樣危

險，因為直升機非常靠近山崖。

下機後，直升機曾嘗試直接吊運傷者離開，但是因天氣惡劣未能做到。

幸好，當我們抵達現場時，消防員已在運送傷者，我們亦隨即加入救援

大軍。由於傷者未能用直升機離開，我們需要花約半小時把抬床運到昂

坪，以便送上救護車。可幸的是，傷者經檢查後證實並無大礙。

正當我們差不多完成處理時，我們又要處理另一宗意外，早更隊友亦須

出動支援。這次的傷者失去了意識，情況更危急。空勤主任跟隊友一起

迅速處理傷者，之後我們四人連同空勤主任一同乘車返回基地。

回程後已是8點，大家亦開始感到肚餓。

可惜我們當晚只準備了6人份量的食物，於是只好「五餅二魚」分享。

當更能吃飽飯真的不是必然的幸福。

撰文 ｜ 山嶺搜救中隊小隊長楊永健

飛機更的個中點滴

當更有飽飯食

真係唔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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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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冠康先生 參事 (特別職務) 總參事 25.7.2022

羅權興先生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3 ) 11.7.2022 

謝惠貞女士 －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2 ) 11.7.2022 

何德志先生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特別職務 1) 4.7.2022

吳焯瀚先生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 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支援部隊) 12.5.2022

梁志成先生 署理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 ) 行動及訓練主任 (社區教育 1) 3.5.2022

 兼行動及訓練主任 (培訓發展 1) 

黃蕬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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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22 

2022年，特區政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這是國家和香港

又一重要的里程碑。「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不僅凝鍊着香港在過去四分

之一世紀以來取得的驕人成就，更寄托着特區政府對更美好將來的熱切期待和信心。

踏入七月，隨着社交距離設施逐步放寬，部隊除了逐步恢復單位訓練及活動，亦計劃舉辦

不同的大型活動，以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及民安隊成立70周年。編輯小組會緊貼部隊的

動態，為大家報道最新資訊。

今期抗疫行動專輯，會為大家簡介由中央援建的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該設施為中央援建項目

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合共提供約 7 000 個房間，設有約 14 000 個床位。是次援建項目為本港提

供額外的隔離單位，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疫情。

眾所周知，各大醫院的急症室診治、緊急手術及器官移植手術等均須用上大量血液。然而，受疫情

影響，血液收集量銳減。部隊呼籲大家盡快前往捐血，以確保病人有足夠血液接受適切治療。希望各

位踴躍支持2022年民安隊捐血月，幫助有需要人士。

特區政府於2022年7月22日宣布，經公開及內部招
聘後，委任梁冠康先生於2022年7月25日出任民眾
安全服務處總參事，接替服務政府三十五年並已展

開退休前休假的方耀堂先生。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女士表示：「梁先生

曾任職消防處三十五年。他一直克盡職守，擔任

各個範疇的職務均表現超卓。我深信他定能帶領

民眾安全服務處面對未來的挑戰。」

梁冠康先生於1983年11月加入香港海關任職關員。
他於1986年4月轉職消防處任職消防隊長，並於
2015年11月晉升為消防總長。梁先生先後出任不同
崗位，執行各類職務，包括擔任訓練學校教官及總

部行政工作，於消防處服務直至2021年11月退休。

於2022年1月21日，梁冠康先生獲委任為民眾安
全服務處參事（特別任務）負責統籌及加強民安隊

的抗疫工作。

梁冠康先生獲
委任為新任總參事

民安處總參事暨民安隊副處長(行動)
方耀堂先生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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