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電隔離者辛勞

一聲「多謝」滿喜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投身警界35

年、現已退休4年的清姐，參與警察抗疫專隊的
原因，正是與曾經投身警界有關，當年她立志投
身警界，目的是想幫助身邊的市民，為社會出一
分力。退休後，清姐雖然在教育局有兼職，但近
日在疫情肆虐下，她想為抗疫作出力所能及的貢
獻，當知道電話中心工作涉及個人私隱問題，需
要退休警察或公務員擔任，所以決定參與警察抗
疫專隊盡一分綿力。
在北角電話中心做義工的清姐，工作由早上9

時30分到晚上7時，主要負責與家居隔離的市
民聯絡。因每日晚上7時收工後，各口岸仍然
有人過關，故義工第二日上班時，便需要先跟
進核實每日過關人數及聯絡電話等相關個人資
料，因涉及個人私隱，對義工的身份比較嚴
謹，要求是退休警察、公務員或現職公務員。
此外，每日她還需要致電家居隔離人士，以確
定是否遵守規定，當發現隔離者「失聯」逾1
小時，便會列為問題個案，交由相關部門跟
進。同時，抗疫專隊也會透過電話慰問及安慰
隔離人士，因為只要易地而處，她便會感到家
居隔離人士，有諸多不便。

聯絡檔逾呎厚 義工仍盡力做
清姐記憶中，早在2月18日電話中心已累積

多達1萬至1.2萬人需要核實；人數眾多，義工
只能盡量去做，但很多時未能即時與隔離人士
取得聯絡，需要不斷嘗試聯絡，所以每個核實
電話也十分耗時，義工有時忙得連飲水的空檔
也欠奉。至於工作困難之處，是手持那份隔離
人士資料，當無法聯絡時，他們便會用盡千方
百計找其他聯絡方法，例如以對方微信賬號找
人；又試過電話資料不符或隔離人士不諳廣東
話，同樣需要花費不少時間；更試過一次，她
接到的聯絡檔案厚逾一呎，估計有數百個案要
核實，當時個心好急，希望可以盡快完成。
不過做義工同樣有開心事，清姐的快樂泉源便

是遇到不懂用智能電話功能的隔離人士，當她成
功耐心教識對方後，聽到一句「多謝」便會好開
心；每當她與還差一兩天便完成隔離的市民通電
話時，也會聽得出對方語氣輕鬆，義工們可以分
享到這份喜悅，同樣覺得非常開心。
清姐表示，做義工隊後令她感到好榮幸及自

豪，因過去35年警察生涯所學到的事情，今天
能夠幫手對抗疫情。雖然不知道疫情幾時會完
結，但無論需要多久，她也願意在電話中心做義
工及幫手訓練新義工，只要社會需要警隊，警員
便會走出來。清姐做義工期間，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率領多名副處長，先後到電話中心探班，送上
搓手液及維他命C作禮物，令她感到非常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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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疫症當前，香港大部分人都齊心
抗疫，但卻有少數前線醫護人員
受幕後黑手煽動而一度罷工做逃
兵。有退休警務人員不齒這些逃
兵所為，決定加盟警察抗疫專隊
擔任義工，到醫院協助處理已清
洗的制服，令堅守崗位的前線醫
護可以專注於與新冠病毒戰鬥。
退休女警阿詩來自「警察世
家」，她與另外5名家人分別都是
退休或現職警務人員，她指家中3
名年輕的現職警員都在前線工作，
未能抽空協作抗疫，而另外兩人就
因為年紀較大不方便參加抗疫專
隊，所以她便成為家中的代表，
「我應該行到最前線，我可以為社
會貢獻多少我就貢獻多少！」
另一個驅使她報名到醫院擔任

義工的原因，她娓娓道來：「我
作為市民，對前線醫護在抗疫的
艱難時期發動罷工感到十分不
滿！」她對醫護的罷工行徑感費
解，「怎會有這樣的轉變？醫護
人員的工作是拯救市民，有疫症

爆發時他們應該在最前線幫患病
市民，但在嚴峻疫情下，居然有
部分醫護人員放下自己的工
作。」她批評，這是背棄自己的
天職、背棄了病人。

籲各界停撕裂 同心為港努力
隨疫情持續擴散，公立醫院所

面臨的壓力愈來愈大，阿詩指醫
護人員更換制服的次數較以往頻
密，部分過往不穿制服的醫院職
員現時亦改穿制服，所以醫管局
翻箱倒篋，找出大量原本沒有使
用的制服，在清洗後讓員工使
用，抗疫專隊的義工便將該批制
服分類，工作變得愈來愈忙，阿
詩現時到醫院當義工的日子愈來
愈多。
不過，阿詩表明不會介意頻頻

出動，未來會繼續在醫院擔任義
工，「醫院內仍然有很多堅守崗
位的醫護，希望可以借機鼓勵及
讚賞他們。」她呼籲社會各界要
停止撕裂，緊守自己崗位，共同
為香港的繁榮努力。

不滿醫護做逃兵

退休女警上前線

身兼警察學院院長的警務
處助理處長（人事）張靜率
領抗疫專隊200名隊員，與市
民共度「疫境」。隊員分別
來自現役警隊後勤人員及退
休警察，他們會分派到各個

口岸、隔離營及電話中心，部分人冒着被感染
的風險，每更連踩14小時，由天光做到深
夜，毫無怨言扛起一切重任協助隔離人士，惟
面對煽暴派藉疫情為香港添煩添亂，張靜直言
政治化的舉措，比疫情更可怕，她說：「如果
只是將疫情政治化，是幫不到成件事……大家
不如做實事。」
疫症爆發初期，張靜不時與總部同僚商量如何

協助社會抗疫。直至上月中，她們再在升降機相
遇談及此事，2月14日促成抗疫專隊，是給香港
人最佳的情人節禮物，初心十分單純──前線警
員需要與市民一起抗疫。他們的職務包括上門審
核家居隔離者有否「離家出走」，在口岸協助入
境人士，以及在檢疫中心外協助交通管制等，
「我們幾個統籌專隊的同事，負責研究在抗疫工
作上有什麼地方可幫上忙，後勤同事則是自願性
質參與，招募過程非常受歡迎。」

抗疫專隊傳愛 招募大受歡迎
張靜承認，駐守口岸及隔離營屬較高危工

作，多數由後勤人員肩負，「有風險的工作正
正需要一班有熱誠的人員出來支持，否則需要
協助的市民便不能得到合適服務。」

目前，抗疫專隊共招募70名現職後勤人員及
130名退休警察。現職後勤人員主要在鯉魚門
公園度假村內協助民安隊管理檢疫中心，以及
為饒宗頤文化館的檢疫中心提供服務，每日工
時基本是「一更過」14小時，「大家寧願辛苦
啲，踩足14小時，以節省防疫物資。」

寧辛苦省物資 踩足14小時
這班現職後勤人員平均每周當值一兩次，其

間或會放下正職工作執行抗疫任務，所以當返
回原來正職崗位時就要追回進度，甚至要犧牲
星期六、日的私人時間做義工。
至於退休警察義工，包括在口岸協助為入境人

士佩戴電子手帶，無間斷由不同義工輪流由清晨
6時當值至深夜零時，過去一個多月，抗疫隊在
3個口岸共出動560人次。此外，亦會到電話中
心致電家居隔離人士核實位置、協助醫院處理已
清洗的病人衣服和床單、為隔離營提供安裝浴簾
及砌家具等臨時工作。他們的當值日數比現職後
勤人員更多，有人差不多每日到電話中心當值，
他們全部是無報酬，更無交通安排，需要自行乘
車到偏遠工作地點，由朝做到晚。雖然說是義
工，但實際上比正職更搏殺。

嘆煽暴毀安寧 前線警更危險
然而，警隊努力建設，煽暴派卻藉疫情肆

意破壞，故意對抗疫政策挑骨頭，多次借故
破壞社會安寧，張靜感慨說：「將事件政治
化，其實比疫情更加可怕。」她指出，在抗
疫關鍵時刻騷亂未止，所以前線警員平亂的
工作不能鬆懈，只能向總部招募後勤人員加
入抗疫專隊，「抗疫專隊得以成功，全賴一
群有承擔及責任感的熱心警員，如果他們抱
着三分鐘熱度，今日有興趣去試下，第二日
就退出的話，抗疫專隊無法由2月14日一直
堅持到現在……」
被問及抗疫專隊有何工作困難時，張靜坦言相

比起過去8個月的修例騷亂，當時前線警員幾乎
每周每日工作20小時，所面對的困難比抗疫專
隊更加艱巨，而且暴徒瘋狂地到處破壞、「私
了」市民及火燒活人等，前線警員「止暴制亂」
的行動遠比抗疫專隊高危，「疫情及病毒比較公
平，只要你做足個人保護同清潔措施，便可以將
風險減低；隔離營內還有好多其他部門人員，大
家也是面對同一個風險工作。」風雨飄搖的疫情
關鍵時刻，香港仍有一班無私奉獻的抗疫專隊，
默默為香港這個家努力，目標只有一個──疫情
盡快完結，香港快啲好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助理處長：政治化比疫情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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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抗疫專隊駐
守檢疫中心照顧隔離人士的起居飲食，每日
定時送三餐、定期帶隔離者看診，這些工作
看似是「手板眼見工夫」，但駐守柴灣鯉魚
門公園度假村的Jacky表示，箇中最大挑戰是
要與隔離者保持距離，簡單如派飯的任務，
他們也要爭分奪秒，務求第一時間送上暖
飯，甫放下飯盒在房門外，即叩門轉身離
開，聽見敲門聲的隔離者便會自行取飯，走
廊便傳來窩心的一聲：「多謝！辛苦晒。」
縱然是這麼近那麼遠，但總能令隔離者知道
他們從不孤單，起碼有抗疫專隊作最強後
盾。
住在檢疫中心的隔離者都是最有可能受新
冠肺炎感染的高危群組，在營內工作固然有
一定危險性，但育有兩名年幼子女的Jacky義
無反顧入營工作，「我們可以揀到民政署、
到醫管局幫忙……所有工作地點我都有剔，
到哪裡都沒有所謂。我很希望可以上前線，
用少少私人時間幫社會！」

甘棄天倫樂 父母妻諒解
Jacky雖然有服務社會的心，但作決定前亦
非全無顧慮，「3歲的兒子一年前接受了肝
臟移植手術，一直要服用抗排斥藥，抵抗力

比一般小朋友弱，也會擔心一旦我受感染會
否傳染他。」戰戰兢兢地向同為公務員的太
太交代自動請纓做抗疫專隊一事後，豈料太
太比他更早先斬後奏，已搶先一步報名參加
其他義工隊。「經討論後我們覺得只要跟足
指引，做好個人防護措施，就毋須過分擔心
會受感染。」
除太太外，Jacky亦要向父母交代，「他們
都理解抗疫是全港市民的事，一定要有人做
義工隊。」父母不單精神上支持，還身體力
行協助湊孫兒，「有時我會一整晚當值，媽
媽問是否要來幫忙照顧小朋友。」Jacky形容
今次任務是最佳的身教機會，期望子女可以
對警察的工作有更深入理解，並更認同警察
工作。

帶婆婆求診 提凳隨時休息
最後，Jacky被派駐到檢疫中心當值，雖然

高危但從不擔心，因為防疫指引十分縝密，單
是卸掉保護衣，也耗時5分鐘。他特別提及在
柴灣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檢疫中心內，護送隔離
者到附近的治療室求診是其中一項高難度工
作，「去診所的那條路一點兒也不好行，要上
山落山，又再上山落山，十分辛苦，正常人也
要行15分鐘至20分鐘，有同事試過帶一名年

逾80歲婆婆睇醫生，她行得十分辛苦，但因
為防感染指引要我們保持距離，不能開車載
她，只能一路陪她行。」
後來，抗疫專隊成員靈機一觸，提着椅子

沿途陪婆婆慢行，當她感到疲倦時便拿出椅
子讓婆婆坐下稍作休息。
作為隔離者的「遠距離」保姆，Jacky表示
在彼此相處過程期間，也感受到隔離者生活
的苦悶，有很多不便，所以會盡一切努力提
供協助，讓他們的心情稍為好轉，「檢疫中
心內有指定的派飯時間，但飯車很多時也會
早到，我們每次都會盡快將飯盒分好，送給
檢疫人士，希望他們有暖飯食。」

一句「辛苦晒」辛酸也值得
他們的工作在外人眼中可能只是小事，但

Jacky指這些小小的幫助對隔離者已經有很大
支持，他憶述一次有隔離者取得暖飯後，用
很特別的方法跟他們說多謝，「十分清楚我
們要與檢疫人士保持距離，所以他們有時到
室外休息，一見我們來到都自動自覺返回房
間，我們放下飯盒離開時敲門通知他們，當
轉身離開後，聽到有人大聲跟我們說：『謝
謝，辛苦你們！』」所有的辛酸、對天倫之
樂的犧牲，此刻也變得微不足道。

派飯陪診小工夫

隔離送暖大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正當其
他人好夢正酣，不少警察抗疫專隊成員
凌晨4時起身，匆匆忙忙趕到深圳灣口
岸當值，隊員之一的Harry坦言，抗疫
專隊唔易做，更不時遇到入境人士「發
牢騷」，幸他們經驗豐富，見招拆招平
復入境人士的情緒。他最難忘一次，遇
到聾啞人士入境無法溝通，最後成功找
到手語老師，透過電話視像協助解說使
用電子手帶，讓聾啞人士可以返家隔離
觀察；對義工而言，這份幫到人的「滿
足感」難以言喻。

甘赴危地「檢疫一定要有人做」
在警察學院負責訓練工作的Harry，已
婚及育有一名4歲子女，投身警界12年。
Harry憶述，參加警察抗疫專隊原因，是有感
疫情當前「匹夫有責」，因2010年曾駐守深圳
灣口岸，對口岸地形熟悉及有經驗，相信可以
提供協助；但口岸屬高危地點，患有哮喘的太
太最初頗有微言，但他一番「肺腑之言」成功
打動對方。
Harry說：「政府實施家居隔離目的，是希

望一些高危入境者不會在香港四處亂走，檢疫
工作一定要有人去做，否則肺炎便有機會在香
港散播，最後受影響的是大家……」這種犧牲
小我，保護大我的精神說服他的太太，但為保
障自己及家人，Harry非常注意衛生，每次完
成義工任務也會按指引即場將衣服更換用膠袋
包好，回到家時太太甫開門，便用消毒劑噴灑
他全身，然後他即時直奔洗手間為衣物消毒及

洗澡，這已變成每日指定動作。
現時，Harry每周最少兩三日到口岸協調各部

門工作、與義工溝通及運送所需物資等。Harry
坦言深圳灣口岸偏僻，早上6時半開關、晚上近
12時收關，住得遠的義工需要披星戴月凌晨4時
許起床趕車到場，曾試過超時工作至凌晨1時
半，義工回到家門已是凌晨近4時，第二日下午3
時又要再到口岸當值。

體諒長者怕用科技產品
此外，深圳灣口岸較其他口岸多長者過關，

長者的電話又大多無分享位置功能，根據檢疫
令無法用手機定位的入境人士，需要佩戴電子
手帶，但部分人對戴手帶、隔離14天有微言，
加上過關手續比以前繁瑣，難免積累「牢

騷」，並向義工發洩不滿。
「我們都明白『老友記』所受
壓力及不懂使用科技產品的不安，
已作好心理準備不會覺得受氣，盡
量解釋政策，希望他們理解。」猶
幸不少義工是退休警察，有豐富面
對市民的經驗及溝通技巧，會從長
者角度，耐心教導他們回家後如何
佩戴手帶，有時要示範三四次才放
心讓「老友記」離去。

幫到人感滿足 盼鞏固警隊形象
Harry憶述，義工「生涯」中最

難忘一次，是有一位聾啞人士在
深圳灣過關時，在場的抗疫專隊
無人懂手語，雙方無法溝通，但

又不忍心對方因為無法學識操作電子手帶而被
送往隔離營；正當他們一籌莫展之際，有在場
義工醒起早前因與聾啞人士機構合作而認識一
名手語老師。義工們便馬上聯絡手語老師，透
過視像會議向該名過關者示範佩戴電子手帶的
程序，最終成功讓對方順利離開並進行家居隔
離。
抗疫專隊唔易做，但每次看見入境人士順利

離開啟程回家，Harry及一班義工內心都湧現
滿足感。參與義工隊後，使他更覺得當警察有
意義，「平時警察的工作已經可以幫到人，但
想不到當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有危難時，一班
現役及退休警察還可以有機會從不同崗位幫助
社會，更可以鞏固警隊服務市民的公眾形象，
覺得好有意義。」

口岸當值聽「牢騷」

難忘教聾啞者戴手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全城同心抗疫的關鍵時

刻，警隊永遠在市民左

右，一班警員更卸下裝

甲，披上保護衣，加入警

察抗疫專隊再戰這場沒有硝煙的抗疫戰。這支由現職後勤警員及

退休警員組成的義工隊，於2月14日起出動，是香港人最佳的情

人節禮物，他們不惜犧牲私人時間捱更抵夜、冒着受感染的風

險，風雨不改到收容了大批新冠肺炎潛在病人的檢疫中心、全港

三大口岸協助執行檢疫政策，只為阻截隱形病人在社區播毒。

不少隊員每日更連踩14小時當值，以節省防疫物資；也有人成

為隔離者的洩憤對象，但他們什麼都不計較，隔離者一句：「多

謝，辛苦晒」足以抵消所有辛酸，能守護香港一切也值得。領導

警察抗疫專隊的警務處助理處長張靜表示，當香港正處於危急關

頭，前線警員需要與市民一起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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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抗疫專隊成員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為受檢疫者派發食物。
警聲圖片

■警察學院院長張靜（右三）帶領警察抗疫專隊成員同心抗疫。
警聲圖片

■■抗疫專隊退休警察義抗疫專隊退休警察義
工工，，主要工作之一是在主要工作之一是在
口岸協助入境人士佩戴口岸協助入境人士佩戴
電子手帶電子手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抗疫專隊的現職後勤人員抗疫專隊的現職後勤人員，，主要在鯉魚門公園度主要在鯉魚門公園度
假村及饒宗頤文化館的檢疫中心工作假村及饒宗頤文化館的檢疫中心工作，「，「一更過一更過」」
工作工作1414小時小時，，非常辛苦非常辛苦。。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抗疫專隊的現職後勤人員在檢疫中心工作之一

抗疫專隊的現職後勤人員在檢疫中心工作之一，，包括一日三餐為隔離
包括一日三餐為隔離

人士送餐人士送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