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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高空隊」：為民不怕半天吊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主管分享吊起同事心得：佢將條命交畀我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前線警務人員每日上班都面對不同的難

■隊員重演處理海麗
邨自我挾持案時使用
的
「橫移介入
橫移介入」
」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題，有時更要上天、下海，警隊在 2004 年籌備世貿會議保安工作時因應世界
各地都有高空示威活動而決定成立「高空工作隊」，每日 24 小時候命，專門
處理需在半空中進行的任務。高空工作隊最初的成立目的雖然是針對高空示
威，但亦有多種其他任務，當有爆竊案、自殺案或謀殺案發生時，他們亦一
樣有機會要出動，以支援前線人員執行職務。他們亦會參與一些大型活動的
保安等工作，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等。

高空工作隊主管汪威遜日前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每次出動時都會感到壓

力，因為他們的工作是要將同事吊在半空中
進行工作，部分更是從未接受相關訓練，
「同事是將性命交給我們，我們吊的不單是
同事，他身邊的家人、朋友亦是我們要照顧
的對象。」

2樓30樓跌下後果一樣
「雙腳離地就是危險！」汪威遜表示，高
空工作隊的格言為「態度取決高度」，指他們
行動時會做足 200%安全，「不會因為只得 2
米、3 米就掉以輕心，40 樓亦不是特別重要的
任務，如果不幸掉下樓，2 樓跌下與 30 樓跌下
的後果其實一樣。」
加入高空工作隊約 10 年的高空工作隊小隊
主管馮耀彤指，自己早期執行任務時亦會怕有
危險，憶述自己在 2010 年於長沙灣海麗邨處
理一宗自我挾持案件時，被派由 41 樓天台游
繩而下負責監視單位內情況，當時亦曾問過，

「真的要吊下去？」他指自己現時雖然擔任指
揮工作，不用被吊於半空中，但該次經歷亦提
醒自己工作責任重大。
除了監視工作外，警方當日亦曾派員進行
「橫移介入」任務，即從天台游繩而下後橫向
移動，將自我挾持者所處單位的窗戶關上，再
回到原來位置離開，避免當事人跳樓。而當事
人最終則由警員破門入屋制服。
而高空工作隊對上一次行動是在上月到數
碼港處理過一宗自殺案，當日有負責案件的主
管因未能在死者身上找到任何財物及身份證，
懷疑死者的財物在跌墮時散落於懸崖附近，所
以便要求他們到場支援，他們最終亦成功找到
死者部分財物。
高空工作隊於 2005 年因應世界貿易組織第
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行動而組成，並於 2006 年
正式成為自願兼任職務隊伍，其前身為警察機
動部隊體能教官小組，小組自 1995 年起就外
國出現高空示威的情況，專責為當時警隊提供 ■高空工作隊成員不時要吊在半空
相關的支援。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高空工
作具一定
危險性，
所以高空工作隊對隊員要求
極高，希望可以確保同事在
「200% 安 全 」 的 情 況 下 工
作，全部隊員因而都要經過
精挑細選，以去年的招募為
■高仲英
例，雖然有約 50 名警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申請加入，但最終能通過遴
曾慶威 攝 選 及 完 成 訓 練 的 就 只 得 兩
人，成功率不足5%。
警隊現時的編制有約 3 萬人，但高空工作隊就只得
31 名隊員，分成 4 個小隊輪流每月義務當值，工作隊
每年都會在警隊內部進行公開招募，警務人員可以自
願申請加入，但該隊副主管（行動及訓練）高仲英表
示，申請加入的警員除了要通過初步遴選外，亦要完
成為期兩星期的訓練，並通過相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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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38層天台再算題

■工作隊演示半空搜證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鄭泳舜：以馬拉松毅力推利民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神奇小子」鄭泳舜，在剛過去的立法會補
選中，打破了「反對派壟斷」的定律，成功
當上立法會議員，加強了議會內積極推動建
設社會的力量。經過一個月的議會工作，鄭
泳舜正在積極跟進縮短公屋輪候冊，加快上
樓等房屋問題。他並承諾將以馬拉松選手的
毅力、魄力，繼續就房屋、醫療、教育及少
數族裔等議題，透過立法會平台，不斷推動
特區政府回應，以推出利民政策。

高空工作隊要求隊員智勇雙全，工作隊的遴選項目
之一為要求申請人跑樓梯到 38 層高的天台，站於天
台邊緣接受算題考試，以測試他們的體能和在受壓情
況下的工作能力。另外，申請人在遴選當日要即場學
習一連串的技能，並即日通過測試。
以去年為例，高空工作隊雖然接獲約 50 份申請，
但最終只得 10 人能通過第一階段遴選，可以接受為
期兩星期的訓練。高仲英透露，訓練分為兩部分，首
星期為「操作員」訓練，申請人要學習使用繩等工
具，配合個人技術安全地在危險地方自由進出。
高仲英指，申請人必須同時通過「操作員」的筆試
及實習試才有資格參與第二個星期的「技術員」訓
練，申請人要學習安全地設置及運作「工作系統」。
第二個星期的訓練同樣設筆試及實習試，申請人需通
過所有考核才能加入高空工作隊，每年平均只得約
20%通過遴選警員可成功加入高空工作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內地海外學歷認證
民記倡納港兼讀制
中國教育部學歷
認證工作旨在滿足
國外或境外學歷學
位證書、高等教育文憑獲得者在內地升
學、就業及參加各類專業資格考試等實
際需求，並為內地用人和招生單位鑒別
國外或境外學歷學位證書及高等教育文
憑，提供依據和相關諮詢意見。現時教
育部在香港地區的學歷認證主要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或在其他高等教育機
構攻讀正規全日制課程所獲得的學歷學
位證書。
在 2018 年 1 月 1 日最新出台的《教育
部留學服務中心國（境）外學歷學位認
證評估程式和標準（試行）之附則》
中，雖然對國外或境外學歷學位認證的
服務內容及服務範圍進行了限定，並且
對非全日制的形式進行了規定，但是仍
然沒有明確指出非全日制的香港研究課
程是否包括在認證體系之內。
同時，香港高校高等教育擁有自己的
特殊性，就是即使在研究課程中（碩
士、博士），都會存在兼讀制和全日制
的不同學制，並且兩者之間在學術要
求、學分要求等方面全部一致，只是由
於兼讀制學生需要兼顧工作，所以學制
時間要求比全日制通常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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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屋輪候者爭取補貼
鄭泳舜昨日在香港電台英文節目《給香港
的信》中，再次多謝九龍西選民的支持。他
說，自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一直努力適應
立法會事務，形容是一個新的、真正的挑
戰，亦給自己很大的精力和動力，處理排山
倒海的工作量，包括審議法案和審批公共財
政開支。
上任一個多月以來，鄭泳舜表示，自己
一直爭取為正在公屋輪候冊名單上的家庭
提供租金補貼。他指出，這些市民大多數
居住在擁擠的小房間，或狹窄的劏房中，
特區政府應該提供財政補貼或其他措施來
幫助他們。
不過，最徹底的方法始終是增加公共房
屋的供應。鄭泳舜指，他在往後的日子將
會致力推動九龍西舊樓重建計劃，藉以增
建更多居住單位，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和
水平，同時鼓勵更多的租戶和房東支持城

誓保
「200%安全」
50 警僅錄取兩人

■喜愛長跑的鄭泳舜（前排右二），擔任主禮嘉賓之餘，也落場參與。
市更新項目。

倡假期晚增加門診服務
另外，鄭泳舜注意到西九龍的環境健康問
題，未來會要求政府加重力度，打擊非法傾
倒建築垃圾。他又表示，會推動改善西九龍
的醫療服務，特別是加快明愛醫院的重建和
擴建工作，探索增加醫生和護士人數的方
法，以在公眾假期和晚上增加門診服務。
作為三子的父親，鄭泳舜亦致力提出減少
家庭作業，及學生在校完成家課計劃，期望
可讓兒童享受課餘空間，發展其他興趣等。
另少數族裔融入社會的工作，鄭泳舜亦承諾

鄭泳舜提供

會繼續推動。
儘管立法會的工作繁重，鄭泳舜強調，個
人的工作座右銘就是須直接與選民保持聯
繫，亦有信心在擔任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公職
時，作出適當平衡。
喜愛長跑的他，前日就在奧比斯籌款跑
步活動擔任嘉賓，更與參加者一起落場
跑。他笑言跑步是他的「減壓良方」，自
己「唔跑周身會唔舒服」，工作時可以跑
步，可謂「一次滿足兩個願望」。
他又說，今年的目標為挑戰半馬，明年
才再挑戰全馬，堅持透過鍛煉，令自己有
一個健康的生活。

在香港高校中，特別是在一些金融、
社會科學等強調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學科
中的學者和教授，往往都是通過修讀兼
讀制博士而踏入學術界，這也證明兼讀
制研究課程是受到香港以及國際社會的
認可的。然而，由於現時教育部的海外
學歷認證並不包括兼讀制研究課程，這
就阻擋了很多有志於投身內地學術研究
的學者的步伐。
在中央早前公佈的一系列優化香港同
胞內地就業生活的政策中，出台了鼓勵
香港籍人士在事業單位工作的措施，但
是香港有不少青年為了兼顧工作和進
修，大部分都選擇了就讀兼讀制研究課
程，如果這部分人的學歷得不到內地教
育部的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會打擊香港
青年到內地就業的積極性。
就此，民建聯在兩會期間提出了幾項建
議，包括研究將香港高校兼讀制課程納入
教育部海外學歷認證體系，進一步優化海
外學歷認證體系的內容。亦可以採取循序
漸進的做法，先從認證高層次學歷如兼讀
制博士或碩士課程做起，然後再推廣至兼
讀制學士等學歷。
在推動政策時，可優先將一部分無爭
議性，及有公信力的兼讀制課程納入認
證清單，再逐步推廣至其他學科。

浸大
「社記莊」
與
「獨」
派狗咬狗骨
以武力等粗暴手段阻止其他同學投
票，其投拆被駁回，令浸大斷莊。前
「獨莊」會長劉子頎，就可以繼續也
文也武，指點江山。

落選突撐「獨」打倒昨日的我
「獨莊」搞到社民連、職工盟等人入侵
校園嘅計劃落空，佢哋當然好唔忿氣。黃
雅文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就話，佢哋支持
「港獨」，仲打倒昨日的我，話佢哋喺諮
詢會話經過「自決公投」後，如果大部分
港人支持「一國一制」，佢哋都會接受呢
番話並非佢「真正立場」。
她稱，「我地（哋）都澄清，『民主
自決』本身包含民主價值，人民有自行
決定嘅權利，我哋唔接受用民主程序得
到反民主嘅結果。我哋亦清楚講明，只
要社會係平等自由民主，我哋都支持
『香港獨立』。」
黃雅文又話佢同班莊員同政黨有聯
繫，喺第一次諮詢會已「一早講咗」，
又稱唯一嘅社民連成員亦承諾，如果當
選就會「凍結會籍」，又話尊重其他同
學呼籲唔好投佢哋，但「唔應該喺票站
前騷擾想投票嘅同學……我以為當中嘅
矛盾係可以化解，一致嘅目標係可以討
論。唔少莊員以前未試過抗爭，都義不
容辭拋開過往框框，一齊參與『佔領語

■青年民建聯舉辦「求職技巧工作坊」。
■浸大「民主牆」出現的標語。

■杜振豪向
「港獨」
分子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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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阻礙同學投票者，被指為激進
fb截圖 「本土派」分子。
視頻截圖

文中心』。結果依然搞成咁。我心裡面
或多或少有啲陰影，唔會再咁易信
人。」

盲粉斥「獨」打壓異己
撐過劉子頎「佔領語文中心」、「香港
眾志」嘅廖偉濂就轉發了有關報道，發文
話，「我覺得最令人悲憤的是，仍然有許
多失實、胡亂堆砌的標籤，甚至成為反對
聲音的主軸。過去反對陣營內因政治理念
不同，有嘗試多作思辯、再三討論，是健
康、進步的體現。然後，今日卻又回到了
原點。也許，是我太天真了。」

職工盟屬下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
杜振豪也發帖批評「獨派」：「隱瞞政治
背景？假既（嘅）。社民連莊？屈既
（嘅）。支持『一國一制』？又係屈既
（嘅）。總之邊個唔聽『本土派』老鬼支
笛，咪搞到佢地（哋）上唔到莊囉。校政
冇人跟小事啦，霸住個茅廁先係大事。」
其實，政治唔應該入侵校園，無論係
社民連傀儡莊，或者「獨派」上咗莊都
唔係一件好事，現在佢哋因一次選舉就
狗咬狗骨，為大家提供源源不絕嘅花
生，都算係一件樂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青民「開坊」教後生仔求職神技

傳統反對派同
「港獨 」分子爭權
爭到去大學 。參加
浸大學生會選舉嘅「漣翊」，被質疑係
有社民連同職工盟背景嘅「傀儡莊」，結
果被校內嘅「獨派」分子追擊，搞到信任
票不足而落選，令社民連等人忿忿不
平，隨即向「港獨」分子開炮。近日，
「漣翊」競選幹事長嘅黃雅文就接受
「自己友」訪問，公然話支莊其實係支
持「港獨」嘅，有莊員仲撐過「佔領語文
中心」，結果投票當日就俾「獨派」搞，
令佢「心裡面或多或少有啲陰影」喎。有
人就直指「獨莊」係要霸住茅坑：「總之
邊個唔聽『本土派』老鬼支笛，咪搞到佢
地（哋）上唔到莊囉。」
「漣翊」因為同社民連及職工盟等關
係密切，加上身為浸大宗教及哲學系高
級講師嘅陳士齊，竟然私下用學生資料
叫人投票，「獨派」就出手追擊呢個傀
儡莊，包括搵人喺票站門外截停有意投
票嘅同學，向他們喊話「漣翊」係「街
工同社民連嘅成員，曾經喺『七一』嘅
時候打過（前）中大學生會長（周竪
峰）」，叫人千祈唔好投票。
是次選舉其後因投票人數未過 10%
的門檻而無效，「漣翊」向仲議會投
訴，但仲議會以該名阻人投票者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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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協助年
輕人投身職場，青年民建聯前日舉辦「求職
技巧工作坊」，邀請了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
主任謝可儀及國泰航空公司人事經理勞景楓
擔任講者，向年輕人分享撰寫履歷及職場面
試的技巧。
謝可儀在工作坊上與年輕人分享一個嶄新
的履歷表概念──CV360，能更立體呈現年
輕人從無酬經歷中培養出來的強項及個人特
質，如正面價值觀、正確態度、技能及知
識，讓僱主能更全面了解年輕人的職業志
向、興趣及潛能。
勞景楓則和年輕人分享面試的重點及注意事
項，例如面試官最愛提問的問題、應徵者應該
如何應對，以及如何在面試中突出自身優點，
展現自我，從而成功爭取工作職位的經驗。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青年人由校
園踏入社會是人生重要的一步，面試是求職
必要階段，如何更有技巧地面對面試官，對
青年人順利求職有關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