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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公共秩序
二零一二年本港的治安情況繼續維持穩定。 

整體罪案率和暴力罪案率(每十萬人口的罪案數字) 

與二零一一年比較，分別下降0.9%和3%。 

整體破案率為43.6%。 

香港仍然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撲滅罪行委員會

撲滅罪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就防止和減少罪案的措施提供意見及建議，並
且負責統籌滅罪工作和監察滅罪工作的成果。二零一二年，撲滅罪行委員會繼續監察本
港的整體罪案情況，包括各類商業罪案的趨勢。委員會亦以防騙、防盜、防範性侵犯及
抗毒作為宣傳運動的主題。年內，委員會繼續覆檢警司警誡計劃的進展，該計劃用以代
替對青少年罪犯作出刑事檢控。在罪犯更生工作方面，委員會認同有關的宣傳措施有助
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區，這方面的工作應持之以恆。

各個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一直與撲滅罪行委員會攜手合作，監察區內的治安情況，反映
居民關注的治安問題，並且透過宣傳活動，協助提高居民的防罪意識並鼓勵他們積極參
與滅罪工作。

為加強與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聯繫，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輪流出席各分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的會議和活動，就區內的罪案事宜及滅罪措施與他們交換意見。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撲滅罪行委員會舉辦撲滅罪行聯席會議，邀請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參與。聯席
會議提供有效的溝通平台，讓與會者討論公眾關注的治安問題並交換對滅罪措施的意見。

警務處

香港警務處致力維持治安，確保香港繼續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讓市民安居、遊客放
心。截至年底，警隊編制約有28 400名警務人員和4 700名文職人員。另有約4 000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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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人士組成香港輔助警察隊，支援正規警隊。年內，加入警隊擔任督察的有172人，擔任
警員的有849人。

罪案

警隊在年內共接獲舉報罪案75 930宗，較二零一一年的75 936宗減少0.01%。每十萬人口
的罪案率為1 064宗，較二零一一年的1 074宗下降0.9%。罪案減少，主要是由於店鋪盜
竊、失車和縱火案件的數字下跌所致。年內，暴力罪案減少至12 821宗，較二零一一年
的13 100宗下跌2.1%。

二零一二年有616宗搶劫案，較二零一一年的731宗下跌15.7%。警方連續第六年沒有接
獲持真槍搶劫的舉報。銀行劫案則有三宗，與去年的數字相同，劫匪全是單獨犯案。非
暴力罪案方面，爆竊案由二零一一年的4 382宗減少至二零一二年的4 214宗，下跌
3.8%。盜竊案則由二零一一年的35 026宗減少至二零一二年的33 664宗，下跌3.9%。

在年內接獲的罪案舉報當中，有43.6%(即33 094宗 )已經偵破，共有38 615人被捕，其中
2 488人是10至15歲的少年，4 034人是16至20歲的青年。這些青少年大多數因觸犯傷人
及嚴重毆打、雜項盜竊、嚴重毒品罪行和非法社團罪行而被捕。二零一二年共檢獲兩枝
槍械，回顧二零一一年則有六枝。

與二零一一年相比，與三合會有關的罪案數字有所上升，由2 207宗增加至2 340宗，升
幅為6%。這類案件佔全年整體罪案舉報數字的3.1%。為打擊三合會活動，粵港澳三地警
方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進行大規模的聯合反黑行動，結果共有1 191人因干犯各類罪行在
香港被捕。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聯同多個亞洲國家，在二零一二年歐洲國家足球賽期間進行
為期一個月的反非法足球博彩行動，拘捕64人，檢獲面值1.32億元的非法投注單。

二零一二年，涉及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的案件共有612宗，較二零一一年減少278

宗，跌幅為31.2%。涉及電單車及私家車的案件數字分別下跌20.6%及28.3%。

家庭暴力及保護兒童

警隊一直與政府各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緊密合作，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及虐待兒童的罪
行。警隊聯同社會福利署及教育局，為有關專業人員提供訓練，以便識別並處理家庭暴
力、虐老及虐兒個案；此外，又舉辦預防家庭暴力及保護兒童的社區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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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罪案

商業罪案調查科繼續調查集團式和嚴重的商業訛騙案、科技罪案和偽造金融票據案，以
協助維持香港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二零一二年，該科對九宗嚴重投資騙案採取嚴厲執
法行動，涉案的16名騙徒因誘使公眾墮入投資騙局而被捕。

二零一二年街頭騙案的數字，與二零一一年相比顯著減少23宗，跌幅為22.5%。商罪科申
請加重被捕騙徒的刑罰，亦獲得批准。二零一二年，檢獲的港幣偽鈔數目與往年比較變
化不大，而在情報主導行動中檢獲的偽造付款卡則有9 669張，是二零一一年的兩倍。

科技罪案

二零一二年共有3 015宗科技罪案，較二零一一年增加36.7%。為打擊這類罪案，商罪科
對所有科技罪案舉報進行專業調查，與其他執法機關加強合作和情報交流，並以多機構
合作模式提高公眾的網絡安全意識。

為有效監察和保護重要基礎設施免受網絡襲擊，商罪科科技罪案組轄下的網絡安全中心
於二零一二年成立，與相關政府部門和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提升和整合戒備能力，保
障本港的網絡安全。

毒品

二零一二年，打擊青少年吸毒繼續是警隊的一項重點工作。為此，警隊加強了反吸毒預
防教育及宣傳工作，並加大力度執行以情報為主導的行動，對付毒販，特別是利用兒童
及青少年犯案的毒販。年內，有一名毒販因僱用年輕人販毒而被法庭加重刑罰。

拘捕行動大部分與氯胺酮有關。年內，警方檢獲254.2公斤氯胺酮 (在其中三宗案件中檢
獲大量供批發的氯胺酮，這是一連串情報主導行動的直接成果 )，數量較二零一一年大幅
上升。此外，警方在年內檢獲大麻及甲基安非他明 (“冰毒”)的數量亦較二零一一年大幅
增加。

年內，偵破的製毒案件大部分涉及以可卡因粉末提煉成“霹靂”可卡因。警方共搗破八個
從事這類非法勾當的處所。

警方毒品調查科與內地和海外執法機關保持合作，對付跨境及國際販毒活動，共檢獲
974.8公斤違禁毒品和24.7公噸製毒化學原料，並瓦解香港境外的製毒工場。另外，執法
人員亦在亞洲區內搗破20個製毒工場和毒品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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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調查

年內，毒品調查科轄下的財富調查組和聯合財富情報組採取行動，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
融資活動。因清洗黑錢而被定罪的共有160人，被扣查的罪犯資產約為7.68億元，被沒收
的黑錢約為4,100萬元。

警方繼續積極參與由“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和“亞洲�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
織”舉辦的國際及本地會議，討論反清洗黑錢的事宜。二零一二年四月及五月，聯合財富
情報組分別與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和澳洲聯邦警察在本港合辦兩個反清洗黑錢研討會，
會上亦論及財富調查的方法。

非法入境

年內，被拘捕的非法入境者總數為2 042人，較二零一一年的2 178人減少6.2%；被捕的
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由二零一一年的266人，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的414人，升幅為55.6%。
警方與各有關政府部門繼續協力打擊非法入境活動，並與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保持密切
聯繫和合作，加強在邊界執法。

防止罪案

防止罪案科透過各種宣傳途徑，提醒市民如何防止罪案，並一直與本地保安業界緊密合
作，協助保安公司及保安人員維持高質素的服務。

法證支援

鑑證科提供專業的指模檢取和物證拍攝服務，並從罪案現場收集脫氧核糖核酸 (DNA)證
據，在支援案件偵查及檢控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年內，該科確證了61 431人的刑事記
錄，並為1 425宗刑事案件成功鑑辨1 605名涉案者。

鑑證科推行的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制，為僱主提供可靠途徑，讓他們在招聘員工從事
與兒童或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的工作時，能夠確定該應徵者是否有性罪行定罪
記錄。

七月，鑑證科把二零零八年起試行的數碼攝影計劃推展至整個警隊。該計劃適用於所有
輕微的刑事、交通及由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計劃全面推行以來，使用數碼攝影並提交
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共有2 466宗。

軍械法證科在本港提供專業的槍械鑑定服務，並透過定期會議及訪問，與內地及澳門的
相關單位保持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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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事務

聯絡事務科負責與各地執法機關及其駐港聯絡人員協調一切警務工作，亦代表內地處理
香港一切有關國際刑警的事宜。

為打擊跨境罪行，警隊於二零一二年聯繫全球的策略伙伴，提升執法方面的合作及能
力。二月，警隊在港主辦與內地公安機關的第二十次雙邊會議。六月，警隊代表出席在
澳門舉行的“粵港澳三地警方刑偵主管第十八次工作會晤”，加強行動層面上的合作，打
擊跨境罪案。

警察搜查隊

警察搜查隊負責發展並維持警隊的專業搜查能力，在年內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
年和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執行防禦性搜查及安檢行動。

警犬隊

警犬隊有110頭在役警犬協助警方防止及偵查罪行。年內，領犬員和警犬合力逮捕了911

名罪犯。

拘留及羈押管理

警隊重視人權，包括被拘留人士的人權。警隊已全面檢討拘留及羈押管理安排，並已完
成全部33所警察羈留設施的改善工程，為被羈留人士及警務人員提供更安全清潔的環境。

警察牌照課

年內，警察牌照課處理了62 081宗保安人員許可證申請、99宗按摩院牌照申請、218宗當
押商牌照申請，以及4 184宗酒牌申請。

水警總區

水警總區已就現有船隊的情況展開深入檢討，務求加強本港水域的警政工作而又符合成
本效益。二零一二年，水警拘捕了763名非法入境者，並在本港水域拯救了143名遇險人
士。此外，水警充公了27艘走私用的大馬力快艇，並檢獲價值6,580萬元的走私貨物。

交通

二零一二年，本港發生了15 894宗涉及傷亡的交通意外，當中120人死亡。與二零一一年
比較，傷亡意外數字增加2%，死亡數字減少8%。年內，打擊交通違例的執法行動有
1 471 631宗，較二零一一年增加15%。執法行動包括向違例駕駛者發出490 769份定額罰
款通知書、就違例泊車事項發出907 384份定額罰款通知書、向其他交通違例人士發出
70 390張傳票，以及拘捕3 088名干犯嚴重交通罪行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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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

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傳媒機構緊密合作，並與社會各界維持良好關係，在鼓勵市民協助警
方維持治安方面擔當重要角色。除了全日24小時向本地和海外傳媒提供警方動向的資訊
外，該科亦協助撲滅罪行委員會策劃和推行撲滅罪行宣傳運動。警民關係主任向市民宣
傳警隊政策和工作重點，而少年警訊計劃和警察學校聯絡計劃則是警方與青少年的溝通
橋樑。

警察公共關係科製作《警訊》、《英文警訊》及《警察快訊》，介紹罪案趨勢及防止罪案措
施，而七月推出的流動應用程式亦可讓市民取得警方資訊，例如警察熱線號碼、報案室
電話號碼、新聞公報、警察招募工作資料。該科還協助本地及海外的電視台及電影製作
公司製作與警務工作有關的電視劇集、紀錄片和電影，並就外景拍攝事宜與“創意香港”
等政府部門聯絡。

此外，警察公共關係科出版《警聲》雙周刊、《少年警訊》月刊和《香港警察年報》。《香港
警察年報》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辦的“二零一二年度最佳年報獎”中獲頒優秀設計獎。

年內，共有79名市民獲頒好市民獎。獎勵計劃由警務處舉辦，香港總商會贊助，旨在嘉
許協助警方撲滅罪行的市民。

警方設有熱線電話，並印製罪案資料郵柬，方便市民舉報罪案。年內，警方透過熱線電
話共接獲24 005宗來電 (不包括999緊急求助電話 )，並收到2 332份罪案資料郵柬，結果
拘捕了373名疑犯。

策劃及發展

年內，警隊繼續進行多項現代化工程，使警隊建築物及設施符合環保標準，其中黃大仙
警署的報案室在全面翻新後加強了私隱保障，並為使用者提供更舒適方便的環境。南丫
島榕樹灣警崗的興建工程正在進行，預期於二零一三年完成。

資訊及通訊科技

十一月，香港警務處與香港機場管理局推出一套室內無線電系統，以便在機場使用第三
代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警務人員現可使用第三代系統與機管局人員通訊，亦可透過聯
合數碼通訊平台與其他政府部門聯繫。

訓練

一月至十月期間，香港警察學院與加拿大警察學院合作，為警司級人員舉辦首屆國際警
務行政發展課程。四月，香港警察學院在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頒獎典禮上，憑自行研
發的“偵途”系統和“數碼演示系統”榮獲兩項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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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學院推出一項有關情緒健康的先導訓練課程，培養前線警務人員的正面情緒和抗
逆能力。

職業安全及健康

二零一二年，職安隊為超過340名警隊成員提供各種職安健訓練，並參與本地及國際論
壇，了解職安健的最新發展。

服務質素

服務質素監察部在警隊內推廣誠信、專業精神及精益求精的價值觀；並負責制定於一月
公布的《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四年策略方針及策略行動計劃》。該文件按照所鑑定的警務挑
戰，列出有待改善的項目。題為“世界在變　專業顯現”的一系列實踐價值觀工作坊已於
三月結束。下一輪工作坊將於二零一三年年底舉行。

服務對象滿意程度調查及公眾意見調查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完成。調查結果顯示，市
民對警隊的滿意程度及信心分別高達81%及75%。

投訴及內部調查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由投訴警察課及內部調查課組成。在法定的兩層處理警察投訴機制
下，投訴警察課處理市民就警隊成員提出的所有投訴，並全力配合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
訴委員會履行其法定職能。

年內，投訴警察課接獲2 379宗須匯報投訴，較二零一一年減少13.9%。獲監警會通過調
查結果的個案中，有125宗列為證明屬實，警方已向有關人員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

投訴警察課於四月推出“表達不滿”機制先導計劃，以處理性質輕微的投訴，藉此加快處
理程序，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為維持公眾對警隊信心，內部調查課繼續推廣誠信管理綜合綱領，鼓勵人員秉持正直誠
實的警隊價值觀。二零零九年推出的一套行為指引，旨在促使警務人員多加留意並認同
適用於當值及休班的行為操守規範。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監警會是獨立的法定組織，主要職能包括：

•	 觀察、監察和覆檢警方處理和調查須匯報投訴的工作；

•	 監察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而對或將對有關的警務人員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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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序中引致或可能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並
相應提出建議；

•	 向警務處處長及�或行政長官就須匯報投訴提供意見及�或建議；以及

•	 加強公眾認識監警會的角色。

監警會的24名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及專業，由行政長官委任。截至年底，監警會有110名
觀察員。這些觀察員及監警會成員可在預先安排或突擊的情況下，出席警察單位就須匯
報投訴而與有關人士進行的會面，並可觀察有關單位收集證據的工作，以確保調查公平
公正。

年內，監警會審核並通過了3 299宗在二零一二年收到或過去幾年累積的須匯報投訴的調
查報告結果，涉及6 744項指控，其中259項證明屬實或部分屬實，警方已向所涉及人員
作出適當的紀律處分。

香港海關

香港海關主要負責應課稅貨品的徵稅和防止逃稅工作、打擊販毒和濫用毒品、防止和偵
查走私違禁品的活動，以及保護知識產權。香港海關也執行多項法例，以保護消費者權
益、保障和便利正當的工商業運作，維護香港的貿易信譽，並履行有關的國際義務。截
至年底，香港海關的編制人數約為5 640人 (另見第五章 )。

徵收稅款

香港海關負責就《應課稅品條例》所訂明的應課稅品徵收稅款。應課稅品包括飲用酒類、
煙草、碳氫油類及甲醇。在二零一一至一二財政年度，香港海關共收稅款77.2億元，其
中54.5%來自煙草、40.7%來自碳氫油類、4.7%來自飲用酒類、0.1%來自甲醇及其他酒精
產品。稅款較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共增加2.3%。

香港海關也根據《汽車 (首次登記稅 )條例》評定汽車的應課稅值，以便徵收首次登記稅。
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登記了123個汽車貿易商，評定了60 609輛汽車的暫繳應課稅值，
並為其中17 057輛進行重新評定，運輸署由此徵收75.5億元首次登記稅。

管制稅收

香港海關實施牌照及許可證制度，管制應課稅品的生產、進出口、儲存及移動，以確保
無論是進口還是本地生產的應課稅品，都必須在全數繳付稅款後方可在本地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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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稅收

香港海關加強執法行動，打擊私煙活動。二零一二年四月，“私煙電購專責隊”成立。專
責隊有成員15人，主要針對電話訂購及網上兜售私煙活動而進行情報分析和執法。二零
一二年，香港海關偵破2 242宗走私、貯存、分銷和販賣私煙案件，較二零一一年下降
9.5%，並檢獲7 250萬枝私煙。

二零一二年，8 668人因濫用免稅香煙優惠，根據“以罰款代替訴訟計劃”被罰款，人數較
二零一一年增加30.7%，涉及320萬枝香煙。

香港海關繼續與海外海關機構合作，杜絕跨境走私香煙活動。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通
過監察可疑貨物的付運情況以及進行情報交流，協助海外執法當局檢獲930萬枝私煙。

香港海關持續採取執法行動，打擊非法燃油活動，在二零一二年偵破189宗非法燃油案
件，拘捕210人，並檢獲27萬升非法燃油。檢獲非法燃油個案數字與二零一一年相比減
少17%。

掃毒行動

香港海關繼續嚴厲執法，以防止和打擊非法製造、分銷和販運毒品的活動；追查、充公
和追討非法毒品活動的收益，以及防止化學品用於非法製造毒品。香港海關也繼續與本
地、內地及海外執法機關緊密合作並交換情報，以打擊販毒活動。

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偵破214宗販毒案，搗破三個毒品貯存和分銷中心，在行動中檢獲
各類毒品共1 408公斤註一，拘捕433人。香港海關亦進行一連串緝毒行動，分別於五月及
七月檢獲412公斤氯胺酮及649公斤可卡因。此外，香港海關亦與內地及海外執法機關合
作，在內地和海外共檢獲265公斤各類毒品。

為配合政府致力打擊青少年吸毒的行動，香港海關在多個邊境管制站加強執法，增加抽
查過境巴士和私家車，調派更多搜查犬和便裝人員參與行動，並與內地海關當局交換情
報和同步採取行動。香港海關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鼓勵青少年遠離毒品，建立健康生
活。

緝私工作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走私活動，仍然備受執法當局關注。二零一二年，香港海關偵破
178宗涉及兩地的走私案件，拘捕181人，檢獲價值3.07億元的走私物品。電腦零件、手

註一 不包括在二零一二年檢獲的 900公斤γ—羥丁酸 (GHB)及 1 090公斤草本植物“柯特”(Khat)，兩者所含物質受《危險藥物
條例》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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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電話及相關配件是走私往內地的主要貨品。至於在內地售價較低廉的香煙及冒牌貨
品，則是經常走私到香港的貨品。

香港海關聯同其他執法機關，透過交換情報和同步採取行動，打擊走私活動。香港海關
亦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緊密合作，共同偵緝和防止涉及食物和動物的走
私活動。

禁毒處

保安局禁毒處負責統籌遏止毒品問題的政策及措施。該處亦負責督導打擊清洗黑錢及恐
怖融資活動的措施。有關措施包括偵查跨境轉運現金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並規管指定
非金融企業及行業進行客戶盡職審查並備存相關記錄。

整體策略及統籌工作

政府採取五管齊下的禁毒策略，包括預防教育和宣傳、治療和康復服務、立法和執法、
對外合作，以及研究工作。

禁毒常務委員會屬非法定組織，就禁毒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由一名非官方委員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17名非官方委員 (分別來自醫療衞生、傳媒、法律、教育、商界及社
會服務界別 )及五名政府人員 (即禁毒專員，以及教育局、警務處、衞生署和社會福利署
的代表 )。此外，根據新加坡與香港訂立的一項相互委任安排，新加坡中央肅毒局局長亦
為委員會的委員。禁毒常務委員會設有兩個小組委員會，即禁毒教育及宣傳小組委員會
和戒毒治療及康復小組委員會。

預防教育和宣傳

禁毒處繼續以“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及“企硬！唔 take嘢”為主
題，推行預防教育和宣傳措施，加深市民對毒品禍害的認識，並鞏固青少年拒絕毒品的
決心。二零一二年，鑑於吸毒問題愈趨“隱蔽”化，該處推出兩輯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
傳聲帶，鼓勵吸毒者及早求助，並強調家長和公眾在預防吸毒、及早辨識和作出介入方
面擔當積極角色十分重要。該處亦加強“186 186”禁毒電話諮詢服務，由專業社工24小時
接聽來電。禁毒處透過不同媒體 (包括社交媒體網絡、流動及網上通訊平台、手提電話短
訊，以及在互聯網、公共交通工具、卡拉OK和酒吧的廣告 )，傳遞禁毒信息。

為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抗禦毒禍，並響應每年一度的禁止藥物濫用和非法販運國際
日，禁毒處於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賽馬會沙田馬場舉辦了一項大型禁毒活動。禁毒處繼
續與教育局合作支援學校，包括為學生舉辦禁毒教育活動，以及為學校人員提供有系統
的專業培訓，讓他們掌握毒品知識和及早辨識並協助高危學生的實用技巧。禁毒處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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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項加強支援家長的措施，包括舉行分區家長研討會、開辦導師培訓班和指導社工如
何支援家長的深造課程，以及印製禁毒教材。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作為推廣禁毒教育的中心，繼續發揮功能。二零一二年，資訊
天地的訪客達三萬人次，當中包括學生、青少年團體、地區組織、社區組織、海外代表
團、家長教師會及制服團體。

毒品測試

政府致力在學校培育抗毒文化，幫助青年人認識毒品禍害，抗拒毒品誘惑。

繼二零零九至一零及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在大埔區推行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成功後，政府
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學年推出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在全港持續推行。共有44間中
學和12間非政府機構參加了這項包含自願驗毒的校本預防教育措施。二零一二至一三學
年，自願參與的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分別有53間和14間。

治療和康復服務

現時有多種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以照顧有不同需要的吸毒者。主要服務包括懲教署實
行的強迫戒毒計劃、非政府機構在40間中心推行的自願住院戒毒計劃、衞生署的美沙酮
自願門診治療計劃、醫院管理局轄下全部七個聯網開辦的物質誤用診所，以及非政府機
構營辦的11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二零一二年六月，禁毒處發表了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六個三年計劃，就有關服務
在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四年的發展方向提出重要建議。計劃涵蓋的主要範疇包括及早辨識
並協助吸毒者、促進跨專業的服務協作、增加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的名額和服務深度、
提供重投社會的不同途徑 (包括教育、職業培訓及職業介紹 )、防止重染毒癖，以及持續
改善服務。計劃強調確保戒毒治療及康復措施與禁毒策略的其他元素相輔相成十分重要。

立法和執法

禁毒處和有關部門密切監察不斷轉變的毒品情況，定期檢討現行法例，以應付新威脅。
二零一二年，三類物質 (即γ—丁內酯、墨西哥鼠尾草及丹酚—Α)納入《危險藥物條例》
附表1第 I部的規管範圍，以阻遏販運活動和濫用情況。

警務處、香港海關和衞生署持之以恆打擊毒品罪行。二零一二年，檢獲毒品合共1 588公
斤及21 529粒，有5 825人因毒品相關罪行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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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統計數字和趨勢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負責編製吸毒統計數字，以及通過廣泛的呈報機構網絡收集並
整理吸毒者的資料。這些呈報機構包括執法部門、青少年外展隊、戒毒治療和康復機
構、醫院及診所。

二零一二年，檔案室記錄了約10 939名吸毒者，其中新增個案佔26%，21歲以下佔15%，
男性佔81%。海洛英仍然是本港最多人吸食的毒品，在檔案室所記錄的吸毒者中，吸食
海洛英的佔53%。近年，在所有呈報的吸毒者中，濫用精神藥物人士所佔比例大幅增
加，在二零一二年達59%，而21歲以下的呈報吸毒者有97%濫用精神藥物。各年齡組別
最常濫用的精神藥物計有氯胺酮 (29%)、冰毒 (15%)和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克隆
(11%)。二零一二年，約有22%的吸毒者據報吸食超過一種毒品。

51%的吸毒者據報只在自己或朋友家中吸毒，30%在自己或朋友家中和其他地點 (例如休
憩場地、公園、公廁、的士高、卡拉OK)吸毒，而其餘19%但求方便，隨處吸毒。年內，
6%的吸毒者據報曾在內地 (主要是深圳 )吸毒。

對外合作

香港支持國際和內地打擊吸毒和販毒的行動，亦參與多個區域和國際會議及研討會，討
論禁毒政策、執法、治療和康復，以及預防教育等議題。現時有三條國際禁毒公約適用
於香港，即經《1972年議定書》修訂的《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
及《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為全球合作對付毒品問題提
供條約框架。

三月，禁毒處、警務處、香港海關、衞生署和社會福利署代表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
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第五十五屆會議。

研究工作

與毒品有關的研究，有助政府訂定禁毒策略及計劃。涵蓋高小至大專學生的服用藥物情
況調查，已於二零一一至一二學年進行，二零一三年年初會有調查結果。二零一二年，
有兩項新研究計劃展開，另有九項與吸毒有關的研究仍在進行中。

禁毒基金

政府設立的禁毒基金支持社區推行禁毒工作。基金於二零一零年獲政府注資後，資本基
礎增至33.5億元，用以資助值得推行的社區禁毒計劃、協助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符合法
定的發牌要求，以及支援學校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

二零一二年，基金批出約8,700萬元，資助26項禁毒計劃。



259

公共秩序

十六

義工計劃

二零一二年，禁毒義工團包括來自106家公司及機構的義工，以及276名個人義工。他們
參與或協助籌辦21項與禁毒有關的社區及宣傳活動，包括地區禁毒及滅罪嘉年華會、展
覽、體育競技，以及在節日期間探訪戒毒中心。

打擊清洗黑錢和恐怖融資活動

香港一直致力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融資活動，並有健全的制度，對付這些活動。香港是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是一個國際機構，專門制定打擊清洗黑
錢�恐怖融資的標準。香港亦是亞洲╱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的創始成員。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負責統籌打擊清洗黑錢╱恐怖融資的整體政策，而禁毒處則負責推行制度，以偵
查跨境轉運現金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以及制定措施，規管指定非金融企業及行業 (包括
律師、會計師、地產代理、信託和公司服務供應商，以及貴重金屬和寶石交易商 )進行客
戶盡職審查並備存有關記錄。

廉政公署

香港擁有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及公平的營商環境，在二零一二年保持全球最廉潔地區之一
的美譽。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美國傳統基金會稱讚香港“社會不容忍貪污”，並能“推行有效
的反貪措施”。基金會和致力反貪的非政府國際組織透明國際於二零一二年公布的調查顯
示，香港的清廉程度分別在全球排名第十二及第十四。

透過執法、預防、教育三管齊下的全面反貪策略，香港的貪污情況受到有效控制。廉政
公署受《基本法》保障，具有獨立地位，繼續公正無私地有效打擊貪污。廉署的周年民意
調查顯示，近99%被訪者支持廉署的工作。在投訴貪污的市民中，74%願意透露身分，反
映公眾對廉署高度信任。

廉署於二零一二年共接獲3 932宗貪污投訴 (不包括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較二零一一年減
少2%，當中涉及私營機構的佔62%，涉及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分別佔31%及7%。

五月，廉署主辦第五屆廉政公署國際會議，主題為“舊挑戰  新對策 —— 因時制宜反貪
腐”，超過500名來自五十多個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

執法

廉署繼續無所畏懼，不偏不倚執法，打擊貪污。截至年底，廉署正在調查2 470宗案件，
當中819宗與選舉有關。年內，廉署檢控245人，並根據律政司的意見，向27名干犯輕微
罪行的人士作出警誡。年內完成檢控的案件，定罪率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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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提出檢控的多宗案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這些案件包括前政府高級人員涉嫌貪污及
行為失當，以及牽涉貪污的複雜商業詐騙。

大量與選舉有關的投訴繼續對行動工作的資源造成壓力，廉署為此成立了專責小組調查
“種票”指控。在二零一二年接獲的2 413宗與選舉有關的投訴當中，大部分涉及二零一一
年區議會選舉，共有45人因“種票”及其他選舉舞弊罪行而被定罪。

防貪教育

二零一二年，廉署分別為檢測和認證業、地產代理公司及體育總會特別編訂防貪指引，
以便加強內部監控及管治。廉署繼較早前推出全面的防貪指引後，又為專上院校籌辦工
作坊及研討會，協助院校按照當中的建議，推行有關捐款管理、科研技術轉移及商品
化、外間工作管理、採購和財務匯報的最佳實務措施。

廉署完成了66份詳盡的防貪審查報告，協助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在不同範疇減低貪污風
險，並在這些部門及機構制定新政策、法例和程序期間迅速提供防貪意見合共600次。此
外，廉署因應私營機構的要求，提供了415次免費及保密的防貪諮詢服務，又透過各決策
局和部門的誠信事務主任網絡，推廣一套為政府人員而設的防止及處理利益衝突參考資
料。

為協助跨境營商的中小企加強管理業務，廉署與廣東省和澳門的反貪機構合作制定新指
引，介紹三地的反貪法例。另外，廉署又與銀行界合辦為期兩年的銀行業誠信管理及防
貪計劃。

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廉署與廣東省及澳門反貪機構合辦反腐倡廉電腦動畫及漫畫創作比
賽，吸引3 000名來自三地的年輕創作人才參加。

鼓勵大專生籌辦誠信活動的“廉政大使”計劃，已拓展至全港專上院校。由廉署製作的個
人誠信教學單元，亦已納入多間專上院校的相關課程。此外，廉署在中學安排互動話劇
表演、製作多媒體電子故事書及推行閱讀計劃，向青少年宣揚廉潔信息與正面價值。

廉署在二零一二年推出新一輯宣傳廣告，強調堅守廉潔核心價值十分重要，並為多項選
舉推行以“守法規、重廉潔”為主題的全港宣傳教育活動，包括製作電視宣傳片、廣告；
安排簡報會、展覽，以及派發資料冊。

監察與制衡

除了接受司法機構的監督外，廉署各方面的工作亦由四個獨立諮詢委員會監察，即貪污
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以及社區關係市民
諮詢委員會。各委員會主席每年舉行記者會，向公眾匯報其監察廉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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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負責監察及覆檢所有涉及廉署及廉署人員的非刑事投訴。委員
會是獨立組織，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包括立法會議員和社會賢達。

政府化驗所

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為香港的刑事司法體系提供全面的科學鑑證服務。其工作由兩個
行動科執行，分別為藥物、毒理及文件科和刑事科學及品質管理科。

藥物、毒理及文件科就三個範疇的個案進行檢驗工作︰

(一 ) 毒品檢驗。二零一二年該科檢驗毒品的個案數目仍然高企。氯胺酮、海洛英、
甲基安非他命、可卡因、苯二氮䓬類及大麻依次為最常見的毒品，佔檢驗個案
的87%。

(二 ) 尿液分析、酒駕及毒駕／藥駕個案的血液和尿液檢測，以及毒理化驗。與二零
一一年相比，尿液分析及酒駕檢測服務的需求變動不大，而毒駕／藥駕檢測則
是在二零一二年新提供的服務。毒理化驗為可疑死因個案及刑事罪案確定有否
涉及藥物和毒物。除了上述常規服務外，毒理服務亦包括毒品檢測，以支援健
康校園計劃。

(三 ) 筆迹及文件鑑定服務。該科亦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電子護照及香港身分證的品
質，向入境事務處提供技術顧問及測試服務。年內，香港身分證仍是最常見的
偽冒證件類別，其次為外國旅行簽證和內地旅行證件。

刑事科學及品質管理科為執法機關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包括微量接觸證據分析、工具
痕迹及鞋印的檢驗、可疑火警起因調查和交通意外重組。該科亦負責處理罪案現場證物
上的生物樣本檢測和DNA紋印分析工作。被定罪人士、疑犯及自願者的DNA紋印資料，
會與未被偵破案件的證物上來源未明的DNA紋印作比較。該科亦會把各宗未偵破案件的
證物上來源未明的DNA紋印互相比較，以查察案件之間可有關連。年內，緊急的DNA分
析服務為執法機關提供了多宗嚴重罪案的重要破案線索。此外，該科處理由入境事務處
轉介有關居港權申請的基因檢測個案，數量與二零一一年大致相若。

入境事務處

入境管制

入境事務處負責執行入境管制工作，在維持香港法紀方面擔當重任。入境事務人員在各
個管制站執行旅客出入境檢查，亦負責審批入境申請，從而偵測各類不受歡迎人物，包
括國際罪犯和可疑訪客。二零一二年，有29 792人被拒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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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偽造旅行證件

入境處採取嚴厲措施，對付使用偽造旅行證件活動。該處也採取特別行動，打擊偽造證
件集團。年內發現的偽造旅行證件有688本，回顧二零一一年則有829本。該處與本港、
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關及領事館緊密聯繫，交換有關偽造證件的資料及情報。

阻截目標人物或通緝犯

二零一二年，該處在各個出入境管制站截獲307 108名目標人物或通緝犯。他們涉嫌與各
種違法行為或法庭命令有關，輕微的例如逾期繳交罰款，重大的例如干犯嚴重罪行。

非法入境和非法聘用

年內，1 336名內地非法入境者被截獲並遣返內地，回顧二零一一年則有1 748名。

入境處的反黑工突擊隊負責打擊非法聘用勞工，隊員會掩飾身分，在非法勞工黑點進行
巡查。二零一二年，入境處進行了13 701次搜查行動，拘捕5 849名非法勞工 (當中有190

人因觸犯《入境條例》第38AA條而被捕 )；回顧二零一一年，則進行了11 463次搜查行
動，拘捕5 621名非法勞工。絕大部分非法勞工是違反逗留條件的旅客。

非法勞工會在罰款及╱或監禁後遣返原居地。他們的僱主亦會被檢控。二零一二年，當
局對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提出起訴共451宗。

遞解和遣送

入境處負責處理有關遞解離境令和遣送離境令的事宜。二零一二年，被裁定觸犯可處以
不少於兩年監禁的罪行而遭該處考慮遞解離境的約有7 426人，最終被遞解的有617人。
另有1 144人根據遣送離境令被遣送離境，包括132名非法入境者和1 012名違反逗留條件
者。

違反入境法例個案的調查和檢控

二零一二年，當局對違反入境法例的人士共提出起訴共6 790宗，控罪包括非法在香港逗
留、違反逗留條件、作出虛假陳述或申述，以及使用或管有偽造旅行證件。

《入境條例》第38AA條禁止非法入境者及受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規限的人士，接受有
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二零一二年有165人因觸犯該條文而被檢控。

消防事務
消防處負責滅火，並在發生火警和其他災禍時，保障生命及財產。該處也提供緊急救護
服務，並制定和執行消防安全政策及措施。消防處轄下有9 266名紀律人員和670名文職
人員，全部訓練有素，並擁有先進通訊系統和新型消防車輛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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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救人

在二零一二年接獲的37 638宗火警召喚中，有13宗屬三級或以上大火。不小心處理燃點
物品或煮食時發生意外是火警的主要原因，這類火警有1 697宗；不小心處理或棄置煙
蒂、火柴和蠟燭等燃點物品而導致的火警有1 056宗；漏電導致的火警則有770宗。警鐘
誤鳴佔火警召喚總數約76%，而誤鳴的原因，主要是自動警報系統故障。

消防處亦就不同類別的事故提供救援服務，例如交通意外、船舶失事、有人被困升降機
或被鎖屋內、氣體泄漏、樓房倒塌、水浸、山泥傾瀉、工業意外及意圖跳樓。二零一二
年，消防處共處理30 191宗特別服務召喚。

救護車服務

二零一二年，救護總區共處理727 300宗召喚，平均每日1 987宗。

消防處的救護車隊設備齊全，並由輔助醫療人員當值。緊急救護車和急救醫療電單車全
部配備自動心臟去顫器，並備有指定藥品，以應付糖尿病、休克、心臟病、氣促和過量
服食藥物等情況。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市民如因三種較易識別的受傷情況 (流血、骨折
脫臼和燒傷 )而召喚救護車，消防處會在調派救護車後，向召喚者提供簡單的調派後急救
指引。二零一二年六月，消防處把該項服務擴展至包括抽搐及中暑兩種病情。調派後急
救指引包括簡易急救方法和節省救援時間的建議，以便傷病者盡快得到救治。

消防處繼續訓練前線消防員成為先遣急救員，以便他們在救護員到場前，為傷病者進行
基本急救。二零一二年，先遣急救員共處理46 972宗召喚。

通訊

消防通訊中心全日24小時有人員當值，負責調動滅火和救護資源，及時為市民提供消防
和救護服務。通訊中心也負責接收有關火警危險和危險品的投訴，以及在發生大型緊急
事故或嚴重災禍時，為其他政府部門和公用事業機構提供緊急協調服務。通訊中心使用
的第三代調派系統，能更有效調配滅火和救護資源。

為確保事故現場的無線電通訊快捷有效，消防處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全面使用新的數碼無
線電通訊系統。

消防安全

消防安全總區負責制定消防安全政策及樓宇和集體運輸系統的消防安全措施，並致力改
善有關安排及程序，以保障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加強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總區的兩
個樓宇改善課負責執行《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及《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調查涉



264

公共秩序

十六

及樓宇火警風險的舉報個案。特遣執法隊會主動巡查舊式樓宇並採取執法行動，打擊違
規情況。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計劃訓練業主、住客及物業管理公司職員成為特使，協助推廣樓宇消
防安全。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已有2 753人受訓成為特使。

新建設課與屋宇署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審核全新和經修訂的建築圖則，包括集體運輸
系統、隧道、橋樑及機場的建築圖則。新建設課也為某些處所訂定防火要求。二零一二
年，該課共審核14 539份建築圖則。

鐵路發展課負責審視新鐵路基建項目的消防安全規定，並為新鐵路項目的消防裝置進行
認可檢查。為鼓勵新鐵路基建項目採用一致的消防安全設計，消防處制定了一套準則，
當中參考國際標準及本地經驗，納入了最新的消防安全措施。

支援課負責制定、檢討和更新有關改善樓宇消防安全的部門政策，並致力加深公眾對消
防安全的認識。該課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五集電視單元劇《火速救兵 II》，在二零一二年二
月至三月期間播放，宣傳注重消防安全及慎用緊急救護服務的信息。此外，該課亦與香
港電台聯合製作電台節目《消防周記》，以加強公眾對消防及救護服務的認識。新一輯的
《消防周記》共有52集，由二零一二年五月起每周播放一次。二零一二年十月，消防處製
作了一個電視節目，向公眾推廣家居消防安全意識及防止山火信息。在二零一二年防火
推廣日的開幕禮上，消防處向在二零一二年四月清明節期間沒有發生山火的鄉村的村代
表頒發嘉許狀，以作表揚。

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有127 666人已受訓成為消防安全大使，另有335位社區領袖獲委
任為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牌照及審批總區負責制定和執行消防安全政策及規例，並為各類持牌處所、危險品倉庫
及危險品車輛訂定消防安全規定，以確保公眾安全。總區配合政府的精明規管計劃，務
求在進一步方便營商、提升效率與透明度的同時，又能確保消防安全。總區亦繼續執法
行動，以消除食肆、酒吧及卡拉OK等場所的火警危險。

消防裝置專責小組繼續監察樓宇的消防安全，並提高市民對保養樓宇消防裝置及設備的
認識。二零一二年，專責小組共進行110 825次巡查，發出2 086份消除火警危險通知
書。此外，有九人因擁有不合規格的消防裝置而被檢控，另有八名承辦商因違反有關規
例而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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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由二零零八年起實施“四管齊下”行動 (宣傳、執法、巡查及社區伙伴 )，以積極主
動的態度，全面消除舊式樓宇的火警危險。在二零一二年推行“四管齊下”行動的樓宇有
38幢，而截至二零一二年年底，已推行這項行動的目標樓宇合共有140幢。

固定小販攤檔旁邊樓宇內分隔單位 (“劏房”)所帶來的消防安全問題令人十分關注。消防
處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二年四月期間，巡查了339幢相關樓宇，並就潛在火警危
險及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作出跟進。至於其他違規情況 (例如違例建築工程、擅自更
改土地用途 )，亦已轉交相關部門跟進。

消防處會繼續提高工業樓宇業主、佔用人和物業管理公司職員的消防安全意識，並就這
類樓宇採取執法行動。

消防車輛及設備

消防處有945輛消防車、救護車及支援車輛，另有21艘滅火輪在香港水域提供滅火及救
援服務。

新發展項目

消防處繼續籌劃興建消防局和救護站，以配合本港的持續發展和日趨殷切的服務需求，
並貫徹政府的政策，盡可能對緊急事故作出快捷回應。二零一二年九月，位於南風道的
新香港仔消防局暨救護站正式投入服務。

位於八鄉的消防訓練學校於一九六八年落成，使用至今。隨着科技日益進步，加上消防
及救援技術不斷提升，消防處需要一所新的消防訓練學校。新校位於將軍澳百勝角，興
建工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展開，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年底完成。

公眾聯絡小組

公眾聯絡小組的成員包括30名來自不同行業的市民。消防處每年均會重新委任小組成
員，以鼓勵市民參與監察並改善消防處的緊急消防及救護服務。

懲教事務

懲教署為成年和年輕在囚人士推行多項計劃。主要工作範疇有兩個，即管理監獄及協助
在囚人士更生。

二零一二年，懲教署管理29所懲教設施，有6 657名職員，平均每天照料9 285名在囚人
士及2 239名獲釋而接受監管的人士。被判監禁的罪犯會按性別、年齡和保安類別分類，
然後送往懲教院所服刑。不同性別的成年及年輕罪犯，會安排至不同的懲教院所。14至



266

公共秩序

十六

20歲的年輕男女罪犯可送往教導所或更生中心。勞教中心計劃專為14至24歲的男性罪犯
而設。被裁定觸犯可判監禁罪的吸毒者，可被安排於戒毒所接受治療。

所有在囚人士的起居飲食均獲適當照顧。膳食按規定的營養價值表釐定，並顧及他們的
健康狀況、宗教信仰和膳食需要。除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者外，定罪的成年罪犯必須每
星期工作六天。懲教院所會根據在囚人士的健康狀況、保安類別、個人背景及所餘刑
期，分派他們到不同崗位工作。在囚人士會獲發工資作為鼓勵，以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
及學習職業技能。工資可用以購買懲教署批准的小賣物品。他們可收看電視節目、閱讀
報章和圖書館藏書，也可與外界通信，以及接受親友探訪和參與宗教活動。

懲教設施

懲教署管理十所不同保安級別的成年男性懲教設施和兩所成年女性懲教設施。為年輕男
性在囚人士而設的有兩所懲教院所、一間教導所及兩所更生中心。年輕女性在囚人士則
收納於一所懲教院所及兩所更生中心。喜靈洲戒毒所、勵新懲教所及勵顧懲教所則收容
被定罪的吸毒者。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分開收押須接受精神病觀察、治療和評估的各類
男女在囚人士。以上的懲教設施當中，有五所可用於收押不同性別和年齡的還押候審
者。每所懲教設施一般設有囚倉、廚房、飯堂、洗衣房、工場、運動和休憩場地、圖書
館及醫院。懲教署亦管理兩間設於公立醫院的羈留病房，以收納須接受特別治療或外科
手術的在囚人士。

此外，懲教署管理三所中途宿舍，協助受監管者重新融入社會。宿員可在日間外出工作
或上學。

在囚人口

年內，有11 479名成年罪犯 (男7 919人、女3 560人 )被判監禁及6 561名成年罪犯 (男
5 038人、女1 523人 )被還押羈留。至於青少年罪犯，有372名 (男281人、女91人 )被判監
禁，596名 (男510人、女86人 )被還押羈留，372名 (男339人、女33人 )被判入教導所、更
生中心或勞教中心受訓。此外，有1 231名罪犯 (男969人、女262人 )被判入戒毒所，
2 414名罪犯 (男2 080人、女334人 )被還押羈留以等候判前評估報告，待法庭考慮是否適
合判入教導所、更生中心、勞教中心或戒毒所。

大部分懲教設施並非為特定目的而建，加上運作數十年後，已經陳舊老化，不符合現今
的懲教設施管理標準。二零一二年，懲教署完成在前荔枝角懲教所的工程，增加約400個
懲教名額。此外，年內在大欖女懲教所展開的工程亦會增加約100個懲教名額，並改善設
施。懲教署會繼續研究其他重建計劃及改善工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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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服務

青少年罪犯及有吸食毒品問題的罪犯經裁定觸犯可判監禁罪行後，可被還押羈留不超過
三星期，以評估他們是否適合進入不同種類的懲教設施，包括為14至20歲的青少年而設
的教導所、更生中心、勞教中心或戒毒所；為21至24歲的青年男性罪犯而設的勞教中
心，以及為21歲或以上有吸食毒品問題的罪犯而設的戒毒所。

二零一二年，懲教署轄下的更生事務組向法庭提交3 632份判前評估報告，共有706名男
性罪犯和87名女性罪犯被評定適合進入更生中心、教導所或勞教中心，另有1 274名男性
罪犯及360名女性罪犯適合進入戒毒所。

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

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成員包括懲教署和社會福利署的代表，負責就14至24歲年輕男
性還押羈留人士和14至20歲年輕女性還押羈留人士，向裁判官和法官建議最合適的更生
計劃。二零一二年，法庭轉介了179宗個案予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作評估。

教導所、勞教中心及更生中心

教導所為年輕在囚人士提供羈留期由六個月至三年不等的懲教訓練，包括半日學科教育
和半日職業訓練，又透過童軍訓練和外展訓練活動，讓他們接受個性發展鍛鍊。這些青
少年在囚人士獲釋後須從事正當職業、入學就讀或接受職業訓練，並須接受為期三年的
法定釋後監管。

勞教中心計劃的對象是14至20歲的少年男性和21至24歲的青年男性在囚人士。前者的羈
留期為一至六個月，後者為三至十二個月。該計劃強調嚴守紀律、刻苦訓練、辛勤工作
和起居有序。這些青少年在囚人士獲釋後須接受為期一年的法定監管。

更生中心為法庭提供一個判刑選擇，處理須參與短期留宿更生計劃的14至20歲年輕在囚
人士。他們獲釋後須接受為期一年的法定監管。

教育

未滿21歲的青少年在囚人士須接受學科教育，由合資格的教師授課。懲教署會鼓勵他
們參加本地及海外的公開考試。有意進修的在囚人士可以向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
在囚人士教育資助基金及關顧更生人士基金申請資助。這些基金全部以慈善捐款成
立。

職業訓練

為幫助年輕在囚人士重返社會，成為奉公守法的巿民，懲教署設有半日制職業訓練課
程，為未滿21歲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訓練，讓他們學習就業技能，考取認可資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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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懲教署為願意接受職業訓練的合資格成年在囚人士註二提供釋前培
訓。喜靈洲懲教所、羅湖懲教所、白沙灣懲教所、壁屋監獄、塘福懲教所及東頭懲教所
提供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職業訓練。此外，另有六間院所提供部分時間制訓練課程。

懲教工業

懲教署按照法例，安排成年在囚人士從事受薪工作，讓他們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和責任
感，並建立自信。在囚人士亦可透過工作學到一些就業技能，有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二零一二年，平均每天約有4 790名在囚人士參與工業生產活動，為政府部門和政府資助
機構提供多種貨品和服務，包括辦公室家具、制服、皮革製品、醫院被服、過濾口罩、
玻璃纖維垃圾桶、交通標誌、混凝土預製品和金屬製品、為政府醫院及診所提供洗熨服
務、為公共圖書館裝訂圖書、印刷工作，以及製作文件套及信封。二零一二年，這些貨
品和服務連同懲教署其他內部工程及服務的總市值為3.975億元。

福利及輔導服務

更生事務主任負責照顧在囚人士的福利，協助他們處理因羈留或入獄而引起的問題及困
難。除進行個別及小組輔導外，更生事務主任還協助推行各項更生計劃及服務，例如舉
辦重新融入社會釋前啓導課程、安排在囚人士與家人聚會，以及向他們提供有關社區資
源的資料。

戒毒治療

懲教署對被定罪的吸毒者實行強制戒毒治療計劃，是監禁以外的另一判刑選擇。14至20

歲的年輕吸毒者與成年吸毒者分開收押，住院治療期為兩個月至一年，其後須接受為期
一年的法定監管。

醫療服務

大部分懲教設施設有醫院，為在囚人士提供基本的醫療、護理和牙科服務。需要專科治
療的在囚人士會獲轉介，由到診專科醫生診治，或前往醫院管理局或衞生署的專科門診
診所就診。

心理服務

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心理服務，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並糾正他們的犯罪行為。懲教
署臨牀心理學家和受過訓練的懲教人員為性罪犯、暴力罪犯、有毒癖的罪犯、年輕罪
犯，以及需要接受心理服務�治療的女性罪犯進行特別治療計劃；同時也因應有關方面

註二 “合資格成年在囚人士”指在獲釋後可合法在香港居留及不受任何逗留條件所規限而受僱或工作的成年在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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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向法庭、覆檢委員會和懲教院所管理層提供評估報告。懲教署採納以驗證為本
的工作程序及臨牀措施，以評估在囚人士在獲釋後的再犯風險。

監管服務

懲教署為以下人士提供法定監管服務：獲釋的年輕在囚人士；從教導所、更生中心、勞
教中心和戒毒所獲釋的人士；按照監管下釋放計劃、釋前就業計劃和監管釋囚計劃獲釋
的人士，以及根據有條件釋放令或釋後監管令獲釋的人士。監管服務旨在協助受監管者
重投社會，他們如違反監管條件，可被召回懲教院所再次接受教導、進行戒毒或服刑。

二零一二年，有2 093名在囚人士在出獄後接受監管，有1 117人因違反監管條件而被召
回懲教院所。截至年底，連同過去獲釋但監管期尚未結束者，共有2 278人仍須接受懲教
署的監管。

社區支援

市民大眾的接納和支持，對在囚人士更生和重投社會至為重要。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負責就更生計劃和協助在囚人士融入社區的策略及宣傳事宜提供意見。委員會屬非法定
諮詢組織，成員由懲教署署長委任，包括來自不同界別的社區領袖和專業人士，以及非
政府機構及政府部門的代表。懲教署一直舉辦各類宣傳活動，呼籲市民支持更生人士。

資訊科技及管理服務

懲教署繼續透過善用新科技，提高監獄管理和更生服務的質素及效率。

太平紳士巡視

每間懲教院所會視乎類別，每兩星期或一個月由太平紳士巡視一次。太平紳士會接受及
調查在囚人士提出的投訴，視察他們的膳食，並查察院所的居住和工作環境。

質素保證

為維持和持續改善部門的服務水平，懲教署會透過定期視察和管理研究工作，推行新措
施以加強服務。

投訴

懲教署設有投訴調查組，處理和調查有關懲教署工作的投訴。所有調查報告必須提交懲
教署投訴委員會審核。在囚人士也可向懲教署高級人員或當值職員作出投訴，又或透過
其他渠道 (例如巡視懲教院所的太平紳士、申訴專員、立法會議員 )提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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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就授權和規管執法機關為防止或偵查嚴重罪案和保障公共安全的
目的而進行的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訂立法定機制。作為獨立的監察當局，截取通訊及
監察事務專員由行政長官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委任。現任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
員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邵德煒。

專員由秘書處協助履行其法定職能，當中包括：就執法機關及其人員遵守條例下有關規
定的情況，進行監督及檢討；就懷疑自己是執法機關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的目標人
物的人士所提出的申請，進行審查；如發現有在沒有訂明授權的授權下進行截取通訊或
秘密監察的情況，向受影響人士發出通知，以及就根據條例發出的實務守則向保安局局
長提出建議，並向各執法機關首長提出建議，以便更有效地貫徹條例的宗旨和執行實務
守則的條文。

專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周年報告，內容包括統計資料，以及專員對年內執法機關遵守條
例下有關規定的整體情況作出的評核。專員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向行政長官提交了二零
一一年周年報告，該報告已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提交立法會省覽。

民眾安全服務隊

民眾安全服務隊是根據《民眾安全服務隊條例》成立的政府輔助應急隊伍，編制內共有
3 634名成人隊員、3 232名少年團員和103名公務員。二零一二年，民安隊慶祝成立六十
周年。

民安隊隊員訓練有素，能在颱風襲港、水災或山泥傾瀉等緊急情況下執行任務。二零
一二年，民安隊執行了五次颱風及水災拯救行動、74次山嶺搜救任務和38次撲滅山火行
動。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月和八月，颱風杜蘇芮、韋森特和啟德先後襲港。其間，民安
隊安排人手候命，以回應緊急召喚。颱風韋森特吹襲過後，民安隊又派員協助清理散落
在海岸和海灘的膠粒。

民安隊在四月派出超過500人參與政府舉行的測試大亞灣應變計劃整體演習，又在九月調
派逾1 500名隊員，為立法會選舉執行人羣管理工作。

民安隊招募12至17歲的青少年加入少年團，致力培養他們的領導才能和公民及國民意
識。團員除了參加康樂活動外，還接受多元化的紀律和技能訓練，包括步操、基本搶
救、人羣管理、急救和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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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飛行服務隊
政府飛行服務隊屬紀律部隊，提供多方面的飛行服務，包括24小時緊急搜救、接載傷病
者、救火，以及為執法機關和政府其他部門提供支援。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編制共有170名紀律人員和57名文職人員，擁有三架定翼機和七架直
升機。二零一二年，服務隊共飛行6 021小時，協助進行492次搜救行動，並使用直升機
接載1 871名人士往醫院。服務隊也接載了9 909名政府人員和官方訪客往各區執行任務
或視察。此外，提供輔助服務的“飛行醫生”和“飛行護士”在658次行動中，共飛行470

小時。

網址

保安局：www.sb.gov.hk (連結至各紀律部隊 )

廉政公署：www.icac.org.hk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www.sciocs.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