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務
行動部負責統籌反恐怖活動的工作、內部保安、對付

香港警察：香港警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但又最現代化的警

非法入境的措施、爆炸品處理工作、大型公眾活動及大型事故

隊之一。
警隊於 1844 年成立。經歷多年，警隊已由一支兼負

的應變計劃，並負責管理警犬隊。

消防、監獄及移民管制等多項職務的隊伍，逐漸演變成為一支

警察機動部隊現時的編制為六個大隊（共有 1 020 名

執行傳統警務的專業警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警隊的

隊員）。在緊急情況下，機動部隊可立即提供後備警力以作任
何調動。機動部隊進駐各個陸上總區，以便在全港執行內部保

人數為 28 705 人，其中 15.9%為女性，另有 4 253 名文職人
員。
香港輔助警察隊於 1914 年成立，當時是為在自然災

安、人流安全管理、反罪惡行動和災難應變的任務。此外，機
動部隊亦為警隊不同層面的人員提供有關內部保安及人流安全

害及緊急事件發生時作後勤支援。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管理技巧的最新指引及訓練。

有 3 380 名志願人士參與輔助警隊。今天，輔助警隊的角色已
隨時日轉變，以配合環境的變遷。輔助警隊現時是一支訓練有

防止非法入境控制中心負責蒐集情報及監察一切防止
非法入境的行動，阻截主要來自內地、越南及南亞國家的非法

素的後備隊伍，按當前由警務處處長所制定的首要行動項目，

入境者。
支援部負責監督支援科、警察公共關係科及交通部的

為正規警務人員提供支援。
警務人員負責執行傳統的警務工作，如保護市民的生

工作。

命財產、防止和偵查罪案及維持治安等。警隊在執行職務時，

支援科負責行動支援及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執行及政策

尤其須要獲得社會人士的協助。在非常時期，警隊的功能和軍

事宜，包括為正規及輔助警隊制定各項行動政策。該科亦負責

隊頗為相似。

警隊的各項發牌工作，以及向其他相關發牌機構提供協助。此
外，該科亦負責管理警隊約 2 500 部車輛和警隊司機編制事

組織架構：警隊由警務處處長擔任總指揮，另有兩位副處長輔

宜。
警察公共關係科主要透過推動社群參與並與傳媒機構

助執行職務。
其中一位副處長負責監督一切行動事務，另一位副處

緊密合作，與各界維持良好關係，鼓勵市民協助警方維持治

長則負責指導及統籌全警隊的管理工作，包括人事、訓練和管

安。警察公共關係科全日 24 小時向本地和海外傳媒機構提供

理事務。

有關警方動向的資訊。
警察總部設有五個部門，包括行動處；刑事及保安

交通部負責制定交通政策及程序，並統籌如何執行有

處；人事及訓練處；監管處和財務、政務及策劃處。為方便執

關的政策和監察其成效。此外，亦負責訂定警務處處理各項交

行日常警務工作，全港劃分為六個總區，即港島總區、東九龍

通事務的緩急次序。除處理所有交通違例案件的檢控工作外，

總區、西九龍總區、新界北總區、新界南總區及水警總區。大

該部門也負責蒐集各類交通統計資料，予以分析存檔。此外，

部分的日常行動及管理事宜，均由各總區獨立處理。各總區均
設有總部，內有政務及行動部、交通及刑事偵緝單位。每個總

交通部也就交通管理事宜提供專業意見，以及監察本港各項交

區又劃分為警區及分區，有些區更細分為警署。目前，全港共

全教育及執法行動。

通計劃和新的大型基建工程；亦負責制定、支援和監察道路安
各總區的日常警務行動，由四個總區的指揮及控制中

分為 23 個警區。
港島、九龍及新界各主要市鎮的警務工作大致相同。
鐵路系統跨越數個警區，由鐵路警區負責維持其治

心負責協調，並由電腦協助進行各項工作。各中心亦為情報中
心，負責監察各總區內發生的一切事件，並不時向警察總部及
各政府部門報告，以及於需要時提供各種額外資源和專門服

安。
水警擁有 124 艘警輪，負責巡邏本港約 1 651 平方

務。至於經常性的巡邏任務，則由軍裝部巡邏警員及衝鋒隊的

公里的水域及 261 個偏遠島嶼。透過採用「海上警視系統」

車輛執行。自警隊使用分段巡邏無線電通話系統後，每個巡邏

行動策略，水警以先進的偵察及雷達系統，配合高效能的船

警員均配備無線電通話機，使總區控制中心人員與所有巡邏警

隻，能快速、有效率和靈活地於海上執法。

員不斷取得聯絡，因而大大縮短趕赴現場處理緊急事件所需的

水警負責維持香港水域的治安、執行海上搜索和拯救

時間。

行動，並聯繫海上社區以提升海上安全。此外，水警亦協助海

各總區的交通單位負責調查道路交通意外、宣傳道路

事處處長為 36 個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進行保安審核，務求能

安全及日常執行交通法例。交通督導員協助執行有關違例泊車

以高效率處理恐怖襲擊或重大海上事故。

和停車熄匙的法例及指揮交通。

行動：警隊的行動事宜，由行動處協調。該處包括行動部、支

刑事及保安：刑事及保安處負責制定警隊在調查罪案和保安方

援部及六個總區，專責制定及推行各項與行動相關的政策，並

面的政策。刑事部轄下有多個行動部門及專責支援單位。各行
動部門分別負責調查特定範疇的犯罪活動，而專責支援單位則

監察各項活動，確保人手及資源得以有效調配。

為警隊各個行動單位提供支援服務，並就虐待兒童、家庭暴力

及保護證人等事宜制定政策。保安部負責保護顯要人物、領事

員不同的培訓及發展需要，學院把培訓分為三個層級：職業發

聯絡及統籌保安工作，包括對付恐怖活動及提供相關訓練。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負責調查所有嚴重犯罪活

展、專業發展和行政發展。學院舉辦和安排的培訓及學習課程

動，包括盜竊車輛、販運人口、集團式操控賣淫、非法收債、
非法收受賭注和涉及槍械的罪案。該科亦調查及遏止有關三合

練、武力使用訓練、交通訓練、駕駛訓練、媒體訓練、管理訓

會組織的一切活動。

範圍廣泛，除了涵蓋新入職人員的基礎訓練外，也提供偵緝訓
練以至領導才能訓練。學院亦繼續加強與外間培訓機構，包括
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內地及海外警察訓練機構的

刑事情報科是警隊負責刑事情報工作的中央統籌組
織。該科與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以及刑事部其他單位保

合作。

持緊密合作，並為警隊各分部提供支援，聯手打擊三合會及有

的本地和國際獎項，當中包括「正向情緒及心理韌性」培訓計
劃，於 2015 年榮獲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中隊伍組（內部

組織罪案。為增強警隊蒐集刑事情報的能力，該科亦為前線調
查人員舉辦相關的訓練課程。

警察學院近年多次榮獲表揚傑出培訓項目和科技應用

支援服務）金獎，其後再憑該培訓課程的影片在國際知名的

商業罪案調查科負責偵查嚴重的商業和公司詐騙案、

“Mercury Excellence Awards 2015 / 2016（教育及資訊影片

以及偽造金融票據、身分證明文件、付款卡、貨幣及硬幣的案

組別）”獲頒榮譽獎。而學院自行研發的培訓科技軟件亦於

件。該科與國際執法機關保持緊密聯絡，互相交換情報，並應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要求，調查涉及犯罪行為的商業交易。該科

應用組別）。2013 年，警隊第二度獲頒香港及亞洲最受推祟

並採納策略方針，透過加強使用社交媒體及採取多機構合作模

知識型機構大獎，並獲頒全球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獨立營運

式，推動社會上不同社群參與，攜手預防騙案。

單位）大獎。自 2013 年起，僱員再培訓局嘉許香港警務處為

鑑於近年科技罪案及網絡安全事故的數目急劇上升，
警務處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成立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2012 年榮獲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兩項銅獎（最佳公共服務

「人才企業」，以表揚警隊過去在人才培訓和發展上的卓越成
就。

透過該科進一步加強警隊在行動、數碼法理鑑證、訓練、情報

2014 年，學院的學警訓練課程成功通過香港學術及

及研究等要項的能力，以有效打擊科技罪案和維護本港整體網

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職業資歷評審。2016 年，學院再接再厲，
為偵緝訓練課程成功爭取專業資歷認證。在完成標準刑事調查

絡安全。
毒品調查科的職責主要是調查嚴重的毒品案件，例如

課程後，督察級人員可獲頒資歷架構第五級別專業證書（與學

販運毒品和製造毒品等，並就此類犯罪活動蒐集情報。該科亦
與海外執法機構合作，聯手調 查 任何涉及香港的國際販毒活

術評審下的學士學位同級）；警長及警員則獲頒發第四級別專

動。此外，該科轄下的聯合財富情報組，則按《販毒（追討得

功完成｢在職學習｣後，督察級人員將會進一步獲頒第五級別的

益）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及《聯合國（反恐怖
主義措施）條例》接收可疑交易報告，進行財富調查。另外，

高等文憑，而警長及警員亦會獲頒第四級別的高等文憑。

為配合「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所定的要求，毒品
調查科於 2013 年 7 月成立一個小組專責對清洗黑錢及恐怖分

的學習技術應用系統和軟件應用在警隊訓練外，更積極尋求機

子融資活動進行風險評估。

年先後與兩所科研機構和一個專業團體簽訂諒解備忘錄，利用

業證書（與學術評審下的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同級）。在成

為了進一步增強培訓能力，學院除了開發多個高質素
會，與著名機構合作共同發展學習科技及研究計劃，於 2015

出與警務工作有關的查詢。該科亦與內地公安機關、中央人民

培訓科技提高警隊的效能及提升人員的學習成效。
學院一貫致力加強與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培訓伙伴的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警務聯絡部及澳門警方保持

聯繫和合作。學院的卓越培訓備受國際肯定，因此獲得邀請於

緊密聯繫。作為中國國家中心局香港支局，聯絡事務科代表香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主辦世界著名的「國際行動學習

港警務處參與國際刑警組織的工作。若海外司法管轄地區要求

小組」之培訓。

聯絡事務科負責協調由海外警方及駐港領事館官員作

香港政府提供司法互助，又或要求香港警方拘捕被通緝逃犯並
安排遣返，均由聯絡事務科負責處理。
刑事支援科由數個單位組成，包括刑事紀錄科、鑑證
科、軍械法證課、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小組、保

監管：資訊系統部由業務服務科、資訊應用科及通訊科組成。
業務服務科轄下設有業務服務課、電子警務課、保安
及支援課及主要系統課，統籌整個警隊的資訊科技和通訊事務

護證人組及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負責提供技術支援及專
業服務，以支援刑事案件的調查工作。此外，防止罪案科為政

需求，並負責資訊保安的工作。電子警務課透過提供電子報案

府、工商界及市民提供保安諮詢服務，透過社交媒體宣傳防罪

媒體和以市民為本的服務。

室、警務處公眾網頁和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支援警隊社交

訊息，與私營保安業界保持聯繫，並為外間團體舉辦有關預防

資訊應用科負責策劃、開發、推行和維護警隊資訊科

罪案的座談會。刑事支援科亦會代表警隊與衞生署法醫科及政

技系統，支援警隊的日常運作。該科現正把眾多資訊科技應用

府化驗所轄下的法證事務部聯絡。

系統，綜合設置於一個企業架構框架上，透過警察數據網絡提
供以服務為本的資訊科技支援。有關架構、管理和行動的應用

人事及訓練：人事部負責所有主要的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包括
招募、晉升、職業發展、服務條件、紀律、員工關係及福利事

系統，為警隊全體人員提供卓越的支援。
通訊科負責設計、購置、維修及發展警隊所有通訊網
絡及設備，包括無線電、錄像設施、導航儀器、偵速雷達、手

宜。
香港警察學院轄下設有三所學校，即基礎訓練學校、

提電話、辦公室電話及練靶裝置。此外，亦設有全日 24 小時

專業發展學校和專項研修學校。學院的抱負是要成為世界上卓

運作的資訊及通訊網絡管理中心，為警隊人員提供資訊及通訊

越領先的警察培訓中心，這抱負使學院精益求精，培訓才幹卓

科技的應急支援。

越和正直的專業警務人員，竭誠地為市民服務。為配合各級人

服務質素監察部負責推展新措施，抱着高效率、高效

益和善用資源的宗旨，為外在及內部服務對象提供優質服務。
監察部轄下設三個科別：工作表現檢討科、研究及監察科和投
訴及內部調查科。
工作表現檢討科負責協助警隊管理層制定警隊策略管
理框架、釐訂週期性的策略方針及策略行動計劃、推廣警隊價
值觀，並推行警隊服務質素策略。
研究及監察科主要負責統籌所有一般審查項目，以及
就可能影響警隊運作、管理及形象的事宜作出專題研究。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設有投訴警察課和內部調查課。市
民對警隊成員的所有投訴，均由投訴警察課監督調查和解決。
投訴警察課的工作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嚴密監察，
以確保所有投訴警方的個案都獲得徹底調查和公平處理。內部
調查課則負責調查及監察對警隊人員涉及嚴重失當行為及貪污
活動的指控，同時亦負責推廣警隊誠信管理綜合綱領，以鞏固
警隊價值觀。
財務、政務及策劃：財務部負責警隊的財政管理、法證會計及
支援服務、物料統籌和內部審計工作。政務部則負責管理文職
人員、警隊的人事編制及警隊博物館。策劃及發展部負責策劃
及發展警隊的新建築物和設施。透過監察本港的基建發展及人
口增長，策劃及發展部就警隊的物業及辦公地方提出規劃策
略。該部也監督現時所有警隊建築物的維修計劃，以改善警隊
產業的成本效益和切合運作需求。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
本文所有資料可隨意摘錄，無須註明引錄來源。

香港警務處互聯網網址：
http://www. polic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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