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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無涯

香港童軍 DEC 2005 VOL 260
文/相：紅磡區深資童軍區長 陳錦壽

寫您所想
自從上期《香港童軍》月刊出
版後，筆者不斷收到眾多領袖
的電郵，查詢參觀水警訓練學
校的內容、申請手續及需時等
資料，今期就讓筆者為大家作
簡單介紹。

（三）水警訓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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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總區
水警總區隸屬於香港警察第 6 個總
區，擁有 145 艘船隻，負責巡邏香港約
1,850 平方公里的水域及 244 個離島，
並管理約 13,000 艘本地小型船隻、遊
艇和渡輪，以及約 14,100 名水上居
民。水警人員亦經常在岸上巡邏，與
各小島及偏僻村落的居民保持聯絡。
水警總區指揮官是負責水警船隊及水
警訓練學校的整體管理，包括擬定
訓練策略及計畫、維持完備的水警
船隊等範圍的工作，並由總區副指揮官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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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學校
水警訓練學校（M a r i n e
Police Training School/MPTS）
位於西灣河太康街水警港口分
區總部。水警總部有完善的船
隻泊位，有利於警察行動。原
址碼頭於 90 年代改建為水警總
部、港口分區基地和水警訓練
學校作為日常管理、行動指
揮、訓練和維修。水警總部內
設有行動指揮中心，使用先進
電腦儀器指揮全港水警輪和聯
絡各陸上警區，亦設有雷達實

入職水警
要成為水警，首先要通過警察訓練學
校的基本訓練，畢業後可選擇當水警，
或在陸上服務滿2年申請調職為水警，
並通過面試及視力測試，在水警訓練學
校接受為期1個月的訓練。內容包括一

工作情況

習中心、船泊組及水警警官餐廳等。整
個地段內又設有後備發電機房、燃料貯
藏室、吊重機和機械維修中心。

水警的工作時間，與陸上的警察有所不同，大型水警輪因行程較遠及事前準備工作
較多，因此水警是採用「返 24 小時、放 48 小時」的編更制度，以便有充足執行任務
的時間。巡邏艇上水警會分兩組輪班工
作：4 小時執勤（On Duty），如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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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及 4 小時候命（Stand By），負責
如檢查船上裝備等。每次水警上船工作
前，先要為船隻補給水和燃料、清潔及
檢查機件，隨後才可出海工作。水警人
員亦會協助離島陸上的警察執法及人群
管理的工作。水警制服一般是藍色的連
身工作服，但總部位於昂船洲基地的小
艇分區成員，則是穿迷彩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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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流程
他們一般會先帶領參觀柴油主動機模型，再到訓練課室，透過電腦簡報及兩
套短片，介紹警隊及水警的背景資料，如訓練、行動及船隻等。而其中一套拍
攝小艇隊（Small Boat Unit），作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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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罪惡任務及海上搜救行動的短片，真
的非常精采。其後，會安排參觀水警輪
造型系列。當然，最興奮莫過於可登上
水警訓練船（警輪 3 號）上參觀，學習
正確使用救生衣，參觀船橋（操舵
室），認識各種航行、通訊及定位等儀
器。而參觀單位可在船上拍攝小組合照
或與橡皮艇合照。最後，亦可安排到水
警警官餐廳購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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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範圍
除日常的警務工作外，水警船隊亦負
責維持香港水域的治安。水警總區在香
港水域範圍協助政府飛行服務隊及消防
處等部門，進行海上救援及傷者運送
等。其他工作包括護送政要人物、執行
應急檢疫及海港法例等。隸屬水警總區
行動科的小艇分區，專責海上反走私、
反偷渡及反罪惡工作的是小艇隊，成立
於 1979 年，主要是代替當時駐港皇家
海軍的工作。

般海上工作知識，如航海技巧、急
救、海上條例、基本繩結、拋錨、船
舶操控、儀器導航及機械原理等。 1
年後，完成各項訓練及考取初級水手
牌，便可在警輪上工作，但只能駕駛
橡皮小艇。在工餘期間還要持續進
修，如救火、駕駛船隻及海上拯救
等，並考取中級水手牌，那就有機會
當警輪舵手。在工作上累積經驗，加
上不斷學習，當晉升為警長後，再考
取高級航海牌，就有機會擔當指揮警
輪的工作。不說也不知，不懂游泳者
也可當水警。

申請參觀
如有興趣安排參觀水
警訓練學校的童軍單
位，可書面聯絡警察公
共關係科作轉介申請。
當然，越早提出申請，
越容易安排到理想參觀
的日期及時間。當接納
申請後，校方會建議為確保參觀人士的
安全保障，參觀單位可考慮替參觀者安
排保險事宜，以策萬全。

揚帆萬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中國國家博物館
合辦「鄭和下西洋紀展」，將於 2006 年
2 月 22 日至 5 月 15 日假香港歷史博物館
專題展覽廳展出。而有關專題講座將於
3 月 4 、 11 及 25 日舉行，有興趣參與的
旅團，可自行安排。

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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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預祝各位讀
者「入水能遊、出
水能浮」，恭喜！
恭喜！互動平台年
中無休，歡迎大家隨時電郵：
edwardkschan627@krscout.hk 分享您
的「海路歷程」。

1. 水警港口分區總部停泊各種行動及訓練用的水警船
隻。
Different types of boats are parked at Marine
Police Divisional Headquarters for operational
and training purposes.
2. 藍、紅及白色的水警總區旗幟，是沒有香港警隊的
標誌。（近左下角）
Flag of Marine District is blue, red & white in color,
without any logo of Hong Kong Police.（Near left
hand lower corner）
3. 在水警總部建築物外，是拍攝合照的理想位置。
It is a good place of taking group photo outside
the building of Marine Headquarters.
4. 有15年歷史的水警訓練學校，放有不少警輪部分
古物。
Many antiques of Police Boats parts are kept by
the 15 years old MPTS.
5. 參觀者在碼頭，小心翼翼登上水警訓練船參觀。
Visitors are getting on Marine Police Training Boat
on pier carefully.
6. 由高級警員在船艙內，介紹救生衣正確使用方法。
Senior Police Constable introduces proper using
procedure of life jacket in cabin.
7. 難得有機會參觀船隻的船橋（操舵室）。
Bridge is a seldom place for visit.
8. 參觀者學會在船上向後落樓梯，以減少跌傷的機
會。
Visitors downstairs backwar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getting injury by falling down.
9. 水警警官餐廳設有紀念品售賣。
Souvenirs were available on sale in Marine Police
Officers' M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