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政署2004年推行象徵兩性平權的女警政策，兩
年前再廢除「男多於女」招生性別限制，使投

考女警人數逐年攀升，8年來已有近2,000名女警入
伍，和男警一樣服巡邏、值班、深夜勤、取締酒駕等
外勤危險工作。
負責台灣公務員遴選的考選部表示，警察人員考試

去年起採雙軌任用制，警大、警專畢業生限報考「警
察特考」；非警校生則限報考「一般警察特考」，兩
邊的投考女性人數都在上升。
據介紹，今年共錄取682名「新丁」警員，其中近

四成是女性，包括17個女碩士。

消防類別 女性佔四分一
其中招聘人數最多的「行政警察」類，女性更佔了

52%，已連續兩年超過男性，當中不乏名牌大學或海
外高等學府的畢業生。甚至連對體能要求更高的消防
類科錄取者，都有四分之一是女性。
考選部官員坦言，女警人數近年持續上升，除因廢除

招生性別限制外，亦因收入高於職場上其他同類工種，

負責值班、受理報案、巡邏、指揮交通、開罰單等工作
的四等基層警員，底薪4.2萬元，連同加班費，在台北
市最多可月領近6萬元。若晉陞到三等警察，通常很快
就可升任派出所所長，月入更可到7萬元。

細心特質 發揮正面效益
「警察就是警察，沒有性別之分，也不會有差別待

遇。」警政署官員說，愈來愈多女警投入外勤工作，
並不影響警察勤務，反而因女警細心、耐心的特質，

在為民服務、偵辦詐騙案和執行交通整理等勤務上，
發揮正面助益。

「是否受敬重 全靠自己」
從警23年的台北市警中山分局偵查佐趙家珍說，女

警沒有外界想像的柔弱，她自己四年前主動投入刑警
工作，接受更危險挑戰。「女警是不是受敬重，其實
全在自己」，趙家珍認為警察工作的確辛苦，但只要
表現好，不論男女，都會被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在眾聲喧嘩中，民進黨前
主席謝長廷展開大陸行；8日回台，依舊眾聲喧嘩，吵
鬧聲最大的，卻是來自民進黨內。
其中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的「老同志」林濁

水，當晚更在Facebook撰文批評謝長廷遭大陸當局
「矮化」，指謝長廷當過黨主席，是現任「中常委」，屬
於綠營「一級人物」；但大陸出來會面的最高級官員
卻是國務委員戴秉國，認為戴在大陸共產黨領導層中
僅屬「第四級」，直批「差很大」！
有趣的是，對謝長廷的肯定聲音，竟然大多來自屬

民進黨「敵對勢力」的國民黨。藍營認為謝此行為民
進黨「破冰」，亦有助島內兩大政黨在兩岸問題創造更
大共識空間。其中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8日更向
媒體分析，相較於蘇貞昌仍具有民進黨主席身份，前
黨主席蔡英文比照謝長廷模式登陸的機會較高；但高
輝也說，蘇、蔡登陸除了個人主觀意願，最後仍取決
於大陸放行與否。
謝長廷8日下午返抵桃園機場時指出，聽到很多朋友

質疑的聲音，因此在旅程中特別注意不要被解釋成
「朝貢」或「矮化」，不要失去台灣的尊嚴，他表示自
己已盡力做到了。島內媒體也大多「站在謝長廷這一
邊」，認為謝長廷雖一方面對大陸釋出善意，卻也不斷
提醒雙方的差異，以至有時出現各說各話的尷尬，從

民進黨人的角度來看，算是「恪守其份」了，認為有
關謝的負責批評均難以令人信服。

料影響「民共交流」模式
此外，謝長廷此行會否令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有所變

動，島內學者坦言仍待觀察。但負責國民黨兩岸事務的
主任高輝卻指出，此行可見大陸方面對謝長廷的重視，
未來很可能影響「民共交流」的模式，不過，蘇貞昌、
蔡英文等黨內代表人物會否亦效法登陸，高輝認為，除
了兩人的個人主觀意願，最後仍取決於大陸放行與否，
而蘇、蔡兩人來說，蔡比蘇更有機會率先踏足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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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台胞挺謝「開展之旅」

老父當庭痛責「淫魔富少」淚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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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在台灣，警務工作

長期以來都是「男人天下」，但上周公佈的

「一般警察特考」名單，投考女警人數連續第

二年再創新高，其中「行政警察」類更首次超

越男性，女警比率高達52%，不少投考女生坦

言，經濟不景氣的今天，月入可達7萬元（新

台幣，下同）的「陀槍師姐」已成為女大學生

的搶手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地檢署8日繼續偵
辦「淫魔富少」李宗瑞藏匿彰化市一案，由於懷疑李父
李岳蒼暗助藏匿，8日上午搜索其台北住家、公司等地
點，下午開庭將李從證人轉為犯罪嫌疑人，並讓李氏父
子、藏匿李宗瑞的陳美蘭等六人交叉偵訊並對質。法庭
消息稱，李岳蒼兩度當庭痛斥兒子的所為讓他及家族感
到羞愧，希望兒子若犯錯就要勇於面對司法，李宗瑞聞
言兩度落淚。
法庭消息稱，8日是李岳蒼自李宗瑞於8月24日被收押

後，第一次見到兒子，兩人在庭上相見，只是眼神互
動，並無直接對話。李父當庭表示，兒子所為讓他及家
族非常羞愧，兒子如果有做，就要面對司法，勇於認
錯。李父也向檢察官表示，希望司法能給李宗瑞公正的
審判。這些話讓李宗瑞當庭兩度眼眶泛紅，當場落淚，
頻拭眼角。

扁診療結束 蔡英文探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報道，台灣前領導人

陳水扁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治療已告一段落，民進黨前主
席蔡英文8日探視呼籲，應盡速讓陳水扁保外就醫，希
望相關單位在考慮這些事情時，「不要有太多的政治思
考」；陳致中表示，陳水扁若須轉院，高雄的醫學中心
還是全家人的首選。
台北監獄目前也已 手進行陳水扁轉院評估，但轉送

的醫院仍以「桃園以北」的醫院為考量方向。

羅傑斯：學好中文是必備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國際投資大師羅傑斯9

日表示，亞洲是全球未來的重心，學好中文是必備的條
件。
羅傑斯應今周刊、台新投信邀請來台演講，並先和媒

體見面談對金融大環境的看法，他說，亞洲是未來全球
的重心，因此他賣掉美國紐約的房子搬到新加坡，女兒
更會說流利的中文。他說，曾考慮搬到台北，台北有好
吃的東西、博物館，但是使用繁體中文，為了讓女兒學
會大多數人用的簡體中文，才搬到新加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報道，謝長廷大
陸行後，民眾對民進黨代表性人物蘇貞昌與蔡英文
到對岸進行參訪多表認同。該報最新調查發現，有
44％的人支持謝長廷此次的「開展之旅」，不認同
者，有13％。
在這種漣漪效應下，目前有51％的人期許民進黨

主席蘇貞昌也能有趟大陸行，希望蔡英文成行者，

更達57％，整體而言，有近五成的人認為謝的大陸
行有助於民進黨重返執政，並認為民進黨未來與大
陸的交流應更大膽開放些。
謝長廷在大陸的表現，民眾雖未能精準的掌握，

但掌聲還是比較多。調查得知，有33％的人對謝長
廷在大陸的表現表示滿意，覺得不滿者，佔17％。
回答不知道者，達50％。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8日傍晚
剛從北京乘機飛返台灣的民進黨前主席謝
長廷，9日受訪表示，他已於9日早上與蘇
貞昌主席見面，分享大陸行經驗。
他說，這次訪大陸之行，雖然是個人行

為，代表個人，但是他畢竟是民進黨中常
委，基於對黨的尊重，他8日返抵桃園機場
時已表示要向主席見面分享這個經驗，因
為10日民進黨中常會休假停開，所以蘇貞
昌主席主動約他在9日早上見面。他轉述，
蘇貞昌主席認為他這次出訪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難得，並體恤表示，他此行「辛
苦」、「非常辛苦」。
至於黨內對他這次訪問大陸，有肯定也

有批評。謝長廷表示，替人民做事必須勇
於提出方案，如果黨內有比他提出「憲法
共識」更好的主張，他願意聆聽。

小英冀兩岸交流常態化
另據民進黨內高層人士透露，蘇貞昌上

午與謝長廷會面1個半小時，氣氛融洽，謝
長廷沒有替大陸傳話給蘇貞昌。
另外，前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9日下午

在台中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謝長廷是
民進黨資深黨員兼「中央常務委員」，訪問
大陸有交流意義，有助未來與大陸交往常
態化，她希望雙方未來能有常態化交往。

藍營：小英或成下個「登陸者」

■蔡英文9日表示，謝長廷訪問大陸，展現民進黨與大

陸的交流意義，希望未來雙方有常態化交往。 中央社

鐵飯碗工資高 報考人數逐年升
經濟不景 台女爭當「陀槍師姐」

■台灣女警人數逐年

增加，新時代女警和

男警一樣，要服巡

邏、值班、深夜勤等

外勤危險工作。

網上圖片■女警們正在接受訓練。

■台灣首

支鎮暴女

警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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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慈善精神延伸內地

金風送爽秋意濃。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中銀香港）全力支持「海洋公園全城哈囉

喂—公益金中銀香港慈善夜」及「苗圃行動助

學長征2012滇北行」步行籌款活動，將中銀香

港「關愛社會」的融融暖意傳遞予香港有需要

人士及內地山區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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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慈善基金」與香港公益
金及海洋公園攜手合作舉辦

「海洋公園全城哈囉喂—公益金中銀香港慈
善夜」，共襄善舉。是次活動籌得港幣200
萬元善款，全數撥捐香港公益金屬下153家
會員社會福利機構。此外，近百名中銀香
港義工更陪同及協助公益金受惠人士參加
是次活動。
中國銀行（香港）副總裁楊志威表示：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很高興能參與此饒富創
意又充滿愛心的慈善活動。我們除了捐款
支持外，更安排義工陪同公益金受惠人士
遊玩及參觀，沿途加以照顧，令這項活動
更添意義。」
此外，中銀香港亦全力支持「苗圃行動助

學長征2012滇北行」步行籌款活動，為中國
內地山區兒童籌得善款逾港幣80萬元。該行
30名在職及退休員工更身體力行組成步行隊

伍，將中銀香港「關愛社會」的精神延伸至
內地。
自2009年起，中銀香港已連續第四年參加

「苗圃行動」步行籌款活動。今年，「基金」
率先捐撥港幣30萬元以示支持，連同中銀香
港員工募捐及步行隊伍籌募的捐款，善款總
額逾港幣80萬元。此外，中銀香港亦購買了
物資捐贈予內地山區學童。所有善款將通過
「苗圃行動」捐助內地貧困山區，改善山區
教育，協助當地居民早日脫貧。

香格里拉十日助學行
中銀香港「苗圃行動」步行隊伍已啟程前

往雲南香格里拉，展開一連十日助學之行。
「基金」董事吳亮星於誓師儀式上致辭時表
示：「中銀香港一向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最近更連續第三年獲選為『 生可持續發展

企業指數系列』成份股。中銀香港員工熱心
參與社會公益事務和義工服務，並組成了
『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現已有超過
1,400名員工積極投身義務工作，享受助人自
助的樂趣。」
中銀香港過去曾多次參與「苗圃行動」舉

行的籌款活動，除「助學長征」之外，還有
「茶馬古道助學行」，以及為支持2008年四川
大地震後校舍重建的「五一二助學行」等。
中銀香港多年來通過與「基金」合作，積

極參與香港和內地的公益慈善活動，範圍遍
及文化教育、體育藝術、環境保護、賑災籌
款和扶貧濟困等多個領域。中銀香港對社會
持續發展的貢獻，廣受認同，連續9年獲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嘉許為「商界展關懷」機
構，並榮獲香港公益金頒發2011年首創的
「同善同心大獎」及「公益榮譽獎」等多個
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鎏宇 成

都報道）剛剛過去的內地國慶長
假，四川省新津縣的天空熱鬧非
凡：「2012中國．新津第二屆風箏
節暨第二屆國際特技風箏邀請賽」
在此精彩上演。國內外18支一流特
技風箏隊在這裡展示了極具觀賞性
的風箏「空中特技」。聯合風箏、蜘蛛風箏、章魚風箏、巨龍風箏、國畫風
箏等種類眾多的風箏各展所長、爭奇奪艷，令人目不暇接。
在日前舉行的風箏節開幕式上，代表18支參賽隊伍的18面主題風箏被現場

放飛，這些風箏上均繪製了代表參賽隊所在城市的市花和美好祝願，由國內
著名風箏大師鄧靜精工製作。而在9月29日至10月3日期間，風箏節現場每日
上午和下午各進行了一場特技風箏比賽。不同國家風箏高手間的終極對決，
給現場觀眾帶來了一場緊張激烈的視覺盛宴。
新津縣委書記巫敏告訴記者，新津有 1450多年的悠久歷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蘊，自古以來就有製作、放飛風箏的優良傳統。近年來，新津依托自然稟
賦，連續舉辦國際名校賽艇挑戰賽、國際化工新材料峰會、國際有機產業峰
會、國際燈謎節、國際梨花節、河鮮美食節和杜鵑花節等節會活動。隨
2012中國．新津第二屆風箏節暨第二屆國際特技風箏邀請賽的成功舉辦，風
箏運動已成為新津吸引全球目光、展現獨特文化魅力的又一張城市名片。

信和集團藉 中秋佳節，秉承傳揚關懷、
服務社群的精神，舉行第13年的「月餅代表
我的心」愛心家訪，130位「信和友心人」義
工於9月25日、27至29日四天帶同月餅及水果
等節慶禮物前往大角咀、葵涌及大窩口探訪
近240個基層家庭，獻上關懷。

■開幕式上，參賽選

手攜特色風箏入場。

■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永光與管理

層帶領「信和友心人」義工隊，前

往多個地區探訪基層家庭，與他們

共慶中秋。

■中銀香港為「苗圃行動

助學長征2012滇北行」籌

得逾港幣80萬元善款。誓

師儀式上，中銀香港慈善

基金董事吳亮星（中）頒

贈支票予苗圃董事局主席

程淑瑩（左）及「助學長

征2012滇北行」主席夏金

寶（右）。

信和集團傳揚關懷
與基層家庭共度中秋

為內地山區兒童籌得善款逾港幣8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