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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助少族圓夢投身警隊
洪嘉偉：落區分享見聞 邀非華裔青年學中文追尋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了協
助非華裔人士更容易融入香港，警隊油
尖警區在 2013 年推出「寶石計劃」中
文班，教授區內非華裔年輕人的中文及
面試技巧，至今有 11 名參與計劃的學

楊偉雄讚共享衣櫥有創意

員加入警隊，另有二人投身消防處及懲
教署。前油麻地分區尼泊爾特遣隊警員
洪嘉偉接受《警聲》訪問，分享他在區
內工作的所見所聞。

2010年底，洪嘉偉獲上級通知將調往油
麻地分區尼泊爾特遣隊。他憶述當

時憂喜參半：喜是期盼新工作帶來新體驗，憂是
過去未曾深入接觸非華裔社群，認為新崗位無疑
是個挑戰。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需要時間建立，亦要先由一
方踏出第一步。
洪嘉偉說，他們除了工作上和非華裔人士接觸
外，亦不時在下班後，到他們的聚腳地談天說
地，分享各自生活點滴，「因為要讓非華裔人士
積極參與警隊的防罪滅罪工作，必須要多溝通，
交談前亦要了解其文化及習俗。」

■洪嘉偉與「寶石計劃」學員建立深厚友誼。

尼泊爾籍大使助尋失蹤童
他說，某日尼泊爾社區一名 6 歲男童失蹤，警
隊隨即四周尋找，透過社交媒體、報章及尼泊爾
社區的臉書（facebook）等發放消息，並即時安
排 3 位尼泊爾裔大使到場協助，最後成功安全尋
回男童。
前線警員發現非華裔人士對學習中文有極大需
要，油尖警區遂推出「寶石計劃」，提升非華裔
年輕人投考紀律部隊或公務員的機會。不過計劃
初期成效不理想，有學生指中文好難學、有學生
以為只要在生活上懂得用中文與人溝通便可，亦
有學生的家人並不鼓勵。

「寶石計劃」11學員加入警隊
洪嘉偉說，為了糾正這些不正確想法，唯有不
斷落區接觸不同的非華裔社群，有時出席學校講

■盧偉聰去年與「寶石計劃」學員及其他嘉賓合照。
座，亦試過主動問街上遇見的非華裔青年有否興
趣學中文。當中印象最深刻是曾在一間髮型屋
內，成功邀請兩名巴基斯坦裔青年加入「寶石計
劃」。
至今，計劃已有11名學員加入警隊，另外二人
投身消防處和懲教署，亦有學生到跨國飛機維修
公司任職。
洪嘉偉說，事實上，大部分生於斯、長於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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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裔人士都心存志願，各懷夢想，但往往因未
能好好掌握中文，導致夢想變成泡影，因此樂見
「寶石計劃」只是一個開始，並會繼續透過個人
的經驗分享逐步擴展至各警區。
他以一句話作結︰「雖然我們並不在非華裔
人士的生命裡，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在他們的身
邊。」希望大家繼續協助非華裔人士融入香
港。

郵局免購物 EPS 提款 長者專享每次 50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金融管理局
早前建議在多間郵政局提供長者免購物易辦事提
款服務。香港郵政經初步評估後，選定 7 間主要
位於離島及新界的郵政局，在安裝易辦事服務所
需的設備及測試系統後，逐步推出提款服務，長
者每次最多可於指定郵政局提取 500 元。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早前到訪郵政總局時表
示，香港郵政轄下指定郵政局將於今年 4 月起分
階段推出長者免購物易辦事提款服務，詳情稍後
公佈。
邱騰華盛讚香港郵政積極回應需求，迅速為長
者推出這項服務，充分顯示現屆政府事事「以民
為本」。當日，他參觀和了解郵政局運作情況，
知悉香港郵政的綜合郵務系統目前支援多項工
作，能提升運作效率，為顧客帶來更多方便，並
縮短等候時間。

智郵站預定地點領取郵件
他指出，電子商貿日趨普及，市民收發郵包和
包裹的數量日益增加，香港郵政有見及此，一直

配合潮流推出新產品和服務，迎合顧客的需要，
例如設立智郵站，讓顧客不受辦公時間限制，隨
時在預定的地點領取郵件；為電子商家開設電子
平台，讓他們預先在網上處理投寄程序，然後再
把郵件送往郵政局櫃位進行精簡的收件步驟；以
及推行新服務，協助電子商家辦理目的地海關的
清關手續。
邱騰華說：「郵政總局大樓投入服務已逾 40
年，頗為殘舊，面積亦不足以支援香港郵政現今
的運作。香港郵政總部及外設辦事處將遷往位於
九龍東的新大樓，大樓配備新型先進設施；而郵
政總局現有的地區郵政設施將在發展後的中環新
海濱重置。」
邱騰華在參觀期間亦了解了香港郵政業務的最
新發展。電子通訊迅速發展，令傳統書信往來持
續減少，但近年電子商貿興起，為大量郵包和包
裹提供價廉可靠的郵遞服務的需求卻不斷上升。
他指出，位於赤鱲角的空郵中心運作至今已接
近20年，香港郵政確實有需要重建該中心，以提
升處理郵件量及運作效率，把握國際郵件發展的

■邱騰華參觀「智郵站」，了解如何利用自助領
件櫃領取郵件。
新趨勢，「重建後的空郵中心有助提升和鞏固香
港作為國際航空貨運及郵件轉運樞紐的地位。」
邱騰華並到訪集郵組，了解集郵品的製作過
程，並到售賣集郵品及其他郵用文具的郵趣廊參
觀。他感謝香港郵政的同事克盡己任，盡心盡力
為巿民提供優質高效、物有所值的郵政服務，及
透過轄下全線郵政局提供各種服務。

懲署助理署長勉用愛心更生罪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署早前在赤
柱職員訓練院舉行學員結業會操，助理署長（更
生事務）鄧秉明主持結業儀式，檢閱 132 名結業
二級懲教助理。還有數天便退休的鄧秉明在結業
會操致辭時表示，懲教人員以防止罪案、保障公
眾安全為使命，協助在囚者重返社區，工作殊不
簡單。他寄語學員，他們未來工作任重道遠，希
望學員以勇氣去管理監獄、用愛心去更生罪犯、
有遠見去推行社區教育。
鄧秉明指出，絕大部分在囚者都會重返社區，
因此，更生工作相當重要，少個壞人，就會少很
多受害者。安全的羈管環境和適切的更生工作，
加上部門近年推行多元化的社區教育活動，積極
防止罪案，對預防青少年誤入歧途具重大意義，
亦能夠做到從源頭減少罪案的目標。
他續說，反映懲教署更生工作的再犯率於短短
十多年間下跌三分之一，數以十萬計的年輕人透
過部門的社區教育加強奉公守法、遠離毒品及支

持更生的信念。再者，透過罪犯的故事向有關持
份者傳遞信息，可以糾正社會錯誤，減少製造罪
犯。
據香港城市大學去年公佈的研究證明懲教署更
生工作和社區教育工作能有效防止罪案，過去五
年為香港節省最少 743 億元因罪案衍生的社會成
本。
鄧秉明強調，職員是部門最重要的資產。近
年，懲教署正全方位檢討職員的工作和福利，希
望令同事有更好的工作安排和環境發揮所長。
他指出，懲教署是一個大家庭，在工餘時間為
員工提供很多活動，例如由獲獎無數的體育會各
分會、超過3,000人的義工團隊和已在內地重建超
過150間學校的懲教社教育基金等舉辦的活動。部
門每年均預留懲教主任空缺供內部晉升，30 年
來，他也見證不少二級懲教助理晉升懲教主任。

寄語有遠見推社區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楊偉雄早前到訪中
西區，參觀初創企業及
共用工作空間，並聆聽
區議會的意見。他在中
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
詠詩陪同下，參觀網上
服飾租借平台 Yeechoo，
聽取聯合創辦人介紹該
公司的共享衣櫥概念及
其網上運作模式。
Yeechoo 是首批獲阿里巴
巴創業者基金投資的香
港初創企業，其聯合創
辦人於 2017 年獲福布斯
評選為零售及電子商貿
領域 30 位 30 歲以下的亞
洲領袖。
Yeechoo 是數碼港培育
計劃培育的企業。在過
去十多年，數碼港推出
不同措施及計劃，包括創意微型
基金、加速器支援計劃、投資者
網絡，支援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科
技初創企業。
時至今日，數碼港社群數目已
突破 1,000 家，培育計劃孕育出

■楊偉雄聽取
Yeechoo 聯合創
辦人單珊（左）
介紹該公司的共
享衣櫥概念及其
網上運作模式。
旁為黃何詠詩
（右）。
GoGoVan、 TNG、 Yeechoo、
Lynk 及 Origami 等 不 少 成 功 企
業。
楊偉雄期望數碼港在荃灣約兩
萬平方呎的Smart-Space共用工作
空間投入服務後，將有更多科技
初創企業受惠，推動創新創業。
楊偉雄其後轉至共用工作空間
Paperclip HK，由創辦人向他介
紹工作空間的運作模式，及為創
業者提供的工作坊、良師益友指
導及加速器計劃。
楊偉雄表示，共用工作空間
近年在港大行其道，數目倍增
至逾 50 家，「國際知名的共用
工作空間營運商紛紛進駐香
港，其客戶有初創企業也有傳
統企業，加速創科生態發展，
同時為商廈租務市場帶來顛覆
性的影響。」
他續說，共用工作空間提供的
不僅是靈活時尚的工作空間，更
重要的是在高度互動性的環境
下，鼓勵協作與交流，激發創
意，建立營商網絡。
在區訪結束前，楊偉雄與中西
區區議員會面，聽取他們對當區
事務及創科發展的意見。

羅智光研檢討消防獨立薪級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羅智光早前造訪
消防處尖東總部，處長
李建日亦有出席，羅智
光與前線人員和員工組
織代表會面，討論職系
架構問題。消防處職工
總會主席聶元風會後形
容會面融洽及坦誠，期 ■羅智光充分肯定消防處人員為保障市民的
待與局方有正式會議， 生命安全和財產一直以來付出的努力和貢
表示對成功爭取訴求有 獻。
公務員事務局fb
信心。
聶元風重申部門 5 個工會爭取 事提出有關職系架構檢討、獨立
消 防 處 升 格 為 「 緊 急 紀 律 部 薪級表等議題的意見，並清楚明
隊」，及擁有獨立薪酬表，指羅 白他們的訴求。
由於議題涉及複雜的政策考
智光會上承諾多方面探討和跟
進，又說與局方溝通暢順，希望 慮，公務員事務局誠意期望繼續
羅智光尋求新的論點及突破，不 與消防處同事透過溝通和聯繫，
坦誠交流，一起找出可行方案。
會就訴求提出死線。
局方 facebook 又發帖指，羅智
公務員事務局其後表示，羅智
光到訪消防處親身了解前線人員 光在尖東消防局了解消防人員
的工作情況，並與五個員工組織 個人防護裝備，聆聽高空拯救
的代表會面，就他們關注事宜進 專隊及危害物質專隊人員介紹
行了坦誠的討論。羅智光充分肯 其工作情況、裝備及培訓。
他又參觀消防處流動指揮
定消防處人員為保障市民的生命
安全和財產一直以來付出的努力 車，及後救護人員向羅智光介
紹其針對送院前心臟停頓個案
和貢獻。
局方又說羅智光仔細聆聽了同 之處理方法。

局長訪沙田突破青年村了解服務

■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務）鄧秉明檢閱結業
學員。
鄧秉明寄語學員，他們未來工作任重道遠，社
會對懲教人員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希望學員以勇
氣去管理監獄、用愛心去更生罪犯、有遠見去推
行社區教育，還有智慧在監獄發掘重要的社會信
息，防止罪案。
他盼學員以生命影響生命，減少將來的罪案受
害者和改變社會，並享受工餘活動和進修充實自
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早
前到訪沙田區，與當區區議會議
員會面，了解地區的需要和最新
發展，並參觀區內教育機構和青
年設施。
當日，羅智光在沙田區議會主
席何厚祥和沙田民政事務專員陳
婉雯陪同下，首先與沙田區區議
員會面，就區內事務交流意見。
接着，他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港專）校長陳卓禧陪同下，參
觀港專賽馬會本科校園，了解校
園設施和課程，並與學生交談。
羅智光欣悉港專開辦不同範疇
的專上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
為不同志向的年輕人提供多個升
學進修的途徑。

■羅智光參觀位於沙田的突破青
年村，了解青少年參與的活動。
羅智光隨後參觀突破青年村，
了解青年村的設施和服務。他獲
知青年村為青少年舉辦多元化的
活動，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興趣
和潛能。
他勉勵年輕人積極探索自己的
志向，盡早作出生涯規劃，為自
己的未來創造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