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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0年，全球便被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的陰霾籠罩。隨着香港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錄得首宗

確診個案，政府於 3 日後的農曆年初一把有關防疫準備及

應變計劃提升到最高的「緊急」級別，這場世紀戰「疫」

在本港一觸即發。

身為政府內部「通天老倌」，行政主任當然亦當仁不讓，

憑着靈活多變、無堅不摧的特質，全力應付這場空前戰

「疫」。本刊派出了幾名「戰地」記者，走訪一羣默默為

香港市民付出的「戰士」，向大家揭示最真實的「戰況」。

戰「疫」最前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
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 駐武漢辦 )

湖北省武漢市是最早公開通報發現疫情的地方，駐武漢

辦可說是香港特區政府抗疫的先頭部隊。我們邀請了駐

武漢辦的周立根 (Douglas) 和陳國俊 (Calvin) 分享他們的

經歷。

駐河南聯絡處副主任 ( 兼任駐武漢辦
副主任 (1)) 周立根 (Douglas)

今年 1 月 1 日，我開始兼任駐武漢辦副主任。第一天兼

任這職位，就傳來武漢有人確診「不明原因肺炎」的消

息。我們立即嚴陣以待，為最壞的情況做最好的準備，

包括增購口罩、洗手液等個人防護裝備和清潔用品，以

及加強辦公室消毒和防疫措施。這些準備功夫其後在疫

症進一步蔓延時，為執勤的同事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1 月 23 日是農曆新年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工作天，武漢

市政府突然在凌晨公布於早上 10 時封城。當時駐武漢辦

主任決定留下來照顧在鄂 ( 湖北省簡稱 ) 的港人和同事，

而我也放棄了早上 7 時離城的高鐵車票，致電家人交代

後，便與其餘四名自願留守當地的香港同事，開始連月

的抗疫工作。武漢市當時實行封閉式管理，內地同事不

准離開住所；只有我們幾名香港同事獲准每天往返辦公

室，為滯留湖北省內超過 4 000 名港人提供資訊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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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駐武漢辦主任的領導下，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日以繼夜地

協助滯鄂港人穩住情緒，對抗疫症。3 月中的兩輪包機行動屬於跨

地域、跨部門、跨機構合作，共接載了 1 027 名滯鄂港人返回香港，

當中不少是孕婦、嚴重病患者或急需回港治療的人士。在協調第一

輪行動時，湖北省正實施非常嚴格的城際間通道管控。我們在取得

乘客名單後，須立即為他們申請通行證，時間十分倉促，其間遇到

不少障礙，例如有司機因得悉接載乘客後須接受強制定點隔離而臨

時請辭，又有司機在高速口被發現曾與確診人士共處而不能離城。

當時其他同事都在機場工作，只剩我一人留守辦公室應付各種突發

情況，電話、微信和電郵不斷湧入，我必須果斷處理各項事宜。壓

力雖大，幸好最後也能順利完成任務。

這場「抗疫之戰」是我工作生涯中一段非常難忘和寶貴的經歷，感謝駐武漢辦和香港特區

政府各部門同事給予支持和鼓勵，特別感謝上司予以信任，並領導我們在逆境中迎難而上。

駐武漢辦公共關係經理 陳國俊 (Calvin)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接聽電話、回覆電郵、草擬文書、解答

查詢、與其他部門和機構討論工作計劃等，但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4 月 8 日期間，由於人在武漢，情況一下子變得很不

一樣。

1 月 23 日，我得悉武漢對外交通關閉和市內公共交通停運的

消息後，第一個反應便是上班前驅車去油站加汽油。油站排著

的長長「車龍」和市內鐵路站張貼的緊急公告 -「恢復時間另

行通告」，標誌着一段特殊經歷的開始。

隨着疫情升溫，湖北省各巿的內外公共交通相繼停運，武漢市

內的防控措施也越趨嚴厲，在封閉式管理最嚴格的一段日子，

要出門上班並不容易。每次出門和回家，我都要請求大廈管理

員開門，拿着批文跟他們重複解釋我上班的原因，才獲放行。

在工作方面，我們每天都收到大量求助電話，雖然未必能馬上

滿足來電者的請求，但人在武漢，我們至少能以同理心安慰他

們。有時求助者也會反過來鼓勵我們，囑咐我們萬事小心。

值得感恩的是，在上級帶領下，所有同事都安然無恙。

駐武漢辦建立了在疫情期間從香港
運送藥物至武漢的機制，以協助因
封城而耗盡藥物的滯鄂港人

武漢地鐵最終停駛了兩個多月

在疫情期間，武漢市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商店和
食肆都關閉，只有部分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營業，街
道上行人稀少，也掛上了不少防疫抗疫信息的橫幅

Calvin與其他同事在武漢向當
地港人提供協助

Douglas攝於3月26日順
利完成第二輪接載滯鄂
港人返港專機行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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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指揮部—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

食物及衞生局 ( 食衞局 ) 和衞生署是政府抗疫部隊的主力，打從 2019 冠狀病毒病初次出

現，便已嚴陣以待，局內及署內各級行政主任亦各司其職：協調其他決策局及部門制定

應變計劃、協助修改相關法例以至調配資源，在不同層面馬不停蹄地開展各項工作。

在食衞局負責防控傳染病政策單位工作的行政主任

去年年底，湖北省武漢市出現多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自此我們一眾在相關

組別工作的行政主任就開展了畢生難忘的工作體驗。早於本年 1 月初，我們已開始

參考多個傳染病的準備及應變計劃，在短短數日內協助制定「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

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並緊急修訂法例，使 2019 冠狀病毒病成為法定須呈

報的傳染病，又賦予衞生署法定權力對該病病毒的接觸者進行檢疫並隔離受感染病

人。當政府在年初一將應變計劃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後，工作氣氛更是沉重。

自年初二起，我們幾乎每日都要上班，處理如雪片飄至的工作，包括整理各部門就疫

情提供的資料、為會議準備文件、在周末及假日為大大小小會議提供後勤支援等。到

3 月初，歐美國家出現大規模感染，導致香港的輸入個案數目大增，並且出現羣組集

體感染個案，當時特區政府須在短時間內立法遏止因人羣聚集而產生的感染風險。在

這段日子，我們經常廢寢忘餐，不停檢視和修改法例，為會議做準備工作，更不時與

「不聽話」的影印機搏鬥。

我們負責的工作看似瑣碎，但非常重要。面對這個隱形敵人，我們不能鬆懈，要時刻

保持高度警覺，為下一階段的防疫工作做好準備。

食衞局行政主任 ( 衞生 )3C 伍家瑤 (Joanne)

有一天，上司問我：「你願意接受挑戰，參與駿洋邨檢疫工作嗎？」當時我想到機會難逢，

於是欣然接受。翌日，我便參與跨部門會議，商討檢疫中心的運作安排。

我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協助上司處理鑽石公主號郵輪及滯

留在湖北省的港人的回港安排 ( 當時須日以繼夜地工作，深

夜下班後歇息一會又再預備新一輪安排 )；參與籌備行政長

官、各司長及局長探訪駿洋邨的活動；監察擴增檢疫單位的

工程進度；推算檢疫中心使用率；甚至協助搬運數百台電視

機到駿洋邨內大廈各層、親手為單位鋪設牀鋪等，每一滴汗

水都包含難能可貴的經驗。在安排接送少數族裔人士回港接

受檢疫期間，由於碰上伊斯蘭教的齋戒月，還要在膳食上作

相應的安排。

為檢疫中心單位鋪置床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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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能夠與優秀的團隊合作，成為同心抗疫的一份子，親身體會香港精神。對於我這個剛

入職的新人來說，短短數月的經歷足以成為往後彌足珍貴的回憶。

衞生署高級行政主任 ( 人事 )2 張頌善 (Estella)

疫情來勢洶洶，衞生署自 2020 年 1 月開始，便暫停部分非緊急服務，馬上啓動員工調動

中心，以便安排人手到防疫抗疫戰線上的不同崗位。我在員工調動中心負責聯絡衞生署各

單位，調動非醫護人員支援緊急的防疫抗疫工作。因為疫情發展得很快，每項工作都十分

緊急，加上疫情反覆，人手需求亦難以預計，隨時要作新部署。我們收到電話要求增派人

手時，不管當時是否已過辦公時間，也要馬上聯絡各服務單位以調動人手提供支援。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我處理過

約1 500 多名非醫護人員的調動

安排。雖然工作壓力很大，但

同事從沒抱怨，部門上下一心，

竭力保障市民健康。

此外，一般職系處亦派出超過

100 名一般職系人員，並與其他

部門協調，借調多名行政主任

支援衞生署。

衞生署高級行政主任 ( 緊急應變及演習 ) 吳鳳華 (Shirlie)

我在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緊急應變及項目管理處工作，負責制定應對突發事故的應

變計劃，並因應公共衞生緊急情況，協調衞生署各單位及政府其他部門參與應變行動。大

「疫」當前，全體同事都分秒必爭，每次有新指示，都盡快執行，為求把握時間，使應變

計劃奏效。尤其是當政府把應變計劃提升至「緊急」級別後，我們的工作沒有停止過。

亞洲國際博覽館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

分配每一樓層單位鑰匙，並逐扇
門打開預備設置單位

協助運送電視到每一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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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大後方

每當疫情告急，派駐各部門的行政主任就會各出奇謀，運用各自的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

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為戰「疫」出一分力。

Kina Lee
SEO(Constitutional & Mainland Affairs)7A, CMAB

While the policy team at Bureau level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acuation plans 
to help Hong Kong people stranded in Hubei Province, my team provide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o the chartered flight arrangements.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airport at Wuhan, it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to arrange a 
flight there and ensure minimum health risk to colleagues in the operations team and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needed to return home. The success of the evacuation plan 
was all down to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uhan authorities, the airlines, and our various 
government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part from these special missions, we also 
assisted in the supply of food, face masks, hand sanitisers and other necessities for the 
HKETO in Wuhan. Despite tight deadlines, rapidly changing requirements and strict 
restrictions, our team forged a close bond with our counterparts and worked out the best 
approaches for all the challenges we encountered. I am honoured to be part of the team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y.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8B) 王珮琳 (Vivian)

自 1 月下旬，疫症為我帶來了排山倒海的工作，包括整合特

區政府五個駐內地辦事處接獲的港人求助個案資料和內地各

省市的疫情發展並擬備每日綜合報告、處理來自四方八面的

求助個案和查詢、協調從香港運送藥物到湖北省給滯留當地

的港人、籌備接載他們返港的包機行動等。

回望這段日子，工作雖然繁重，但有幸能在這艱難時期，為

被困內地的港人千里送藥、噓寒問暖、協助安排包機等，實

在難忘。

創新及科技局行政主任 (INF) 61 司徒偉恆 (Theo)

在抗疫期間，我曾被調任「居安抗疫」督導員，負責解決接受家居檢疫人

士在使用電子手環時遇到的技術問題，並協助監督指揮中心的總務工作。

當強制檢疫措施推出時，我們需要在三個仍然開放的出入境管制站 ( 即

香港國際機場、深圳灣口岸及港珠澳大橋口岸 ) 設立櫃位，為需要接受強

制檢疫的抵港人士戴上電子手環。我負責在其中一個管制站視察環境及入

境流程，並在幾天內設立櫃位，那是我第一次手持禁區許可證。其後，由

於政府實施《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需要進行強

制家居檢疫的人數急增。考慮到入境人士在機場大堂佩戴手環

所需的時間和人流所產生的公共衞生風險，部門立刻推出流動

應用程式，並改變工作流程，讓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利用應用程

式在家接受檢疫。這次抗疫工作，讓我學會以開放的思維、樂

觀的心態、頑強的抗逆力、互相合作的團隊精神和不怕吃虧的

工作態度，面對突如其來的挑戰。

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
香港居民回港的第二班包機

電子手環
及監察手帶

「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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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高峯會

接待處加設可拆卸
的防護膠板

主要入口安裝紅外線
體溫探測器

Grace:   還記得 1 月 28 日中午突然看

到新聞，政府公布實施特別上班安排，

同事的查詢電話便響個不停。

Caroline: 我們局內各單位的行

政主任負責聯繫，通過手提電

話向同事轉發內部訊息。

Caroline: 我最難忘的，

是在 2 月中某個早上，

收到樓上樓下的行政主

任十分關切的問候，因

為本局一名文職同事被

列作懷疑個案。幸好我

們事前做足預防及應變

工作，有關消息沒有引

起局內同事恐慌，最後

也證實是虛驚一場。

Liyen: 最大的挑戰是沒有先例

可循，卻要迅速協助部門首長

統籌部門各單位的運作安排，

以及為同事張羅個人防護裝備，

讓他們能在疫情下工作。

Liyen: 我們也因應復

工安排加強了防疫措

施，例如在部門會議

室加設可拆卸的防護

膠板，減少同事之間

的接觸。

Deanie: 那段日子，

一 班 90 後 行 政 主

任 化 身 為「 鍵 盤 戰

士」，獲得「御准」

在辦公時間參加防疫

物資網購戰！而行政

主任廣闊的人脈，包

括有助廣結善緣的

「飯聚集團」，就方

便了大家互相取經。

Kenneth: 行政署除了

為署內各辦公室張羅

防疫物資，還要為政府

總部各局／部門提供支

援，以及加強清潔和消

毒政府總部大樓的公共

地方。

Kenneth: 或 許 有 人

說， 這 些 支 援 工 作

「吃力不討好，做咗

睇唔到」，但我相信

我們的默默耕耘，不

會徒勞無功。雖然部

門主任秘書在抗疫方

面不是走在最前線，

但卻是留守大後方提

供重要支援的人員。
Kenneth: 記得當政府

宣布逐步恢復服務，

我馬上聯絡機電工程

署，在主要入口安裝

紅外線體溫探測器。

Grace: 最 叫 人 絞 盡 腦 汁

的，是為同事張羅上班三

寶 : 口罩、消毒濕紙巾及消

毒搓手液。同事都各出奇

謀：在網上搜購、到藥房掃

貨、聯絡供應商、抓緊購買

口罩的情報，抱着多少不拘

的精神，努力撲貨。為確保

質素達標，大家更上網自學

測試口罩質量的「土法」。

Chris: 在實施特別上班安排首個星期，

部門內大部分行政主任還未獲發可接達

辦公室電郵系統的智能手機或電腦。我

仍需每天返回辦公室檢查和回覆電郵。

後來，我們把快將退役的手提電腦也翻

出來以解燃眉之急，所有行政主任才得

以在家使用辦公室電郵系統保持聯繫。

Kenneth
Grace

Caroline

ChrisLiyen

Deanie

疫症蔓延全港，政府各部門全力抗疫，相信一眾部門主任秘書感受至深。我們召集了

6 位部門主任秘書：行政署的 Kenneth、稅務局的 Grace、渠務署的 Chris、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的 Deanie、勞工處的 Liyen 和保安局的 Caroline，談談這次抗疫工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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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戰記

在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的行政主任，儘管人在外地，但都心繫香港。就如身

在德國柏林的黃佳琪女士 (Fiona)，一方面要應付當地工作，另一方面就替我們搜羅抗疫

物資，包括當時仍然缺貨的口罩。以下日誌記述了 Fiona 在這段日子的工作點滴。

Fiona Wong
The then Head, Administration Unit, 
HKETO Berlin

Chronicles of COVID-19: a test of resilience

The unprecedented COVID-19 pandemic has set in motion one of 
the most abrupt disruptions to the workplace. During this extraordinary 
time, everyone has been battle-tested. It is more crucial than ever 
that we strive to adapt, remain agil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times 
of extreme uncertainty. My journey started when I was about to 
depart Switzerland.

24 January (Fri) 
Resting my limbs feebly on a couch next to the boarding gate in 
Zurich Airport, I was completely exhausted from a week’s duty visit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Mindlessly scrolling through my phone’s browsers, I caught a glimpse of an 
article reporting three additional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Hong Kong,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to five.

27 January (Mon)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deteriorated.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Berlin, our whole office 
became sourcing vendors for surgical face masks for Hong Kong. Tracing along the supply 
chain like a detective, we soon found ourselves negotiating with various dental clinics, online 
medical stores and later wholesal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surgical face masks in Europe. 
Medical terminologies like EN14685, Type IIR and bacteria filtering effectiveness (BFE) went 
hovering over our heads while we carefully verified the specifications of masks manufactur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n 27 January, Germany reported its first confirmed case of COVID-19. 

11 February (Tue) 
After a two-week race against time, we managed to secure batches of surgical face masks in 
large quantities. We asked suppliers to deliver the masks to our office, which was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into a warehouse to store the pallets of masks arriving in phrases. 

15 February (Sat)
By arranging the pallets of masks as an official consign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we successfully cleared our exports with the German Customs at the Frankfurt am Main Airport. 

We believed the masks would help bring 
some hope to Hong Kong.

Our care for Hong Kong people and success 
in managing through the crisis strengthened 
our bond with local staff and cultivated an 
organisational culture of trust and empathy.

Unloading pallets of surgical 
face masks at office entrance 
HKETO Berlin

Empty roads and railway tracks during the 
work-from-home period in Berlin in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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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

行政主任素來本着「can-do」精神做事，只要能力所及，就會義不容辭，包括加入義務

抗疫行列。而幾位已經退休的舊同袍，眼見香港處境危急，昔日的好同事不眠不休地工

作，因此亦二話不說，重投戰陣。這一役，不論現職或已退休的行政主任都不計酬勞，

繼續發揮「can-do」精神。

方培城 (Paul)、梁迅慈 (Evelyn)

今年 2 月，政務司司長呼籲現職及退休同事參與義務抗疫工作。不少正在優哉游哉地享受

退休生活的前輩，義不容辭，立即響應呼籲。本刊訪問了其中兩人：方培城先生 (Paul) 及

梁迅慈女士 (Evelyn)。

「我退休已經五年了，打算盡點綿力。原本以為做一些手板眼見功夫，誰知一般職系處長

來電，要我成立家居檢疫控制中心。」Paul 笑着說。

由 2 月開始，回港人士須佩戴電子手環接受家居檢疫。Paul 的工作，就是與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的同事聯同公務員義工團隊，於家居檢疫控制中心聯絡接受檢疫人士，以確定

他們是否留在指定處所，並提供各項支援。Paul 憶述：「起初也不知怎樣做。幸而幾位行

政主任及文書職系同事，很快就成立了一支義工行政小隊，並在第一個周末就寫好了操作

守則。而我就負責情緒管理，每天在羣組裏聆聽義工的意見，並向他們解釋措施安排。」

義工隊隊員人數達到 400 人。首個家居檢疫控制中心設於北角海關總部，隨後第二個控制

中心在香港大會堂設立，而 Evelyn 就參與了第二個控制中心的工作。「我們這羣義工當中，

有來自不同部門的在職同事，他們利用在家工作的時間或趁周末前來幫忙。不少退休高官

也仗義相助，還有衞生署一羣退休護士和消防處的義工隊加入。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

Evelyn 娓娓道來。

兩位前輩又有什麼寶貴經驗與後輩分享呢？ Paul 說：「要應付這類突發情況，沿用行政主

任平常的工作模式，例如翻查規例，就不適合了。大家只要向着共同目標，互相包容，問

題就能迎刃而解。」Evelyn 跟 Paul 的想法不謀而合：「大家做事要用心，全情投入，凡事

不計較。希望這種精神能夠傳承下去。」兩位前輩為香港默默付出，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Clark Ho
EO(Article Administration)1, 
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volunteers, I signed up and 
worked in the volunteer service management team at 
OGCIO’s call centre. Though we barely knew each 
other, we worked hand in hand and spared no effort in 
designing work routine for volunteers, drafting an 
operation manual and conducting on-site training for 
newcomers. It was truly a remarkable experience as we 
all worked day and night to set up everything from 
scratch—and seeing that progress day-by-day was the 
best part of the job! I am also honoure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my 
fellow team members, as we could always find a way to get things done—and done well !

OGCIO’s cal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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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ia Hui
SEO(C)1, Joint Secretariat for the Advisory Bodies on 
Civil Service and Judicial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Paul, Clark and I helped support a newly-established monitoring centre for persons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at the Customs Headquarters Building by building up a cross-
departmental volunteer team involving serving and retired civil servants. With our concerted 
efforts, we were able to build a strong team from scratch comprising over 100 super-enthusiastic 
volunteers. They worked long hours, odd hours and during weekends. Not only performing the 
assigned tasks, they also showed care and support to those who were experiencing hardship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My volunteering at the centre, though brief, was highly challenging, rewarding and fulfilling.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has helped my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生力軍

衞生署行政主任 ( 緊急應變及演習 )4 陸彥琳 (Jasmyn)

今年 2 月，我加入政府成為二級行政主任，當時香港正開始爆發疫症。到任第一天，培訓

課程因疫情而需要延後，而我則被安排即日前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支援抗疫工作。我的

心情不免緊張，但同時亦覺得工作很有意義，因為我不再是單單以普通市民身分經歷疫症

時刻，而是身體力行，成為抗疫隊伍的成員。

我首先被安排在資訊處理中心工作，負責整合資訊、調配人手，以及與其他相關部門溝通

和合作。其間我體會到各級行政主任之間的密切關係及互相幫助的文化。後來因應工作需

要，我被派到緊急應變中心提供行政支援，一直至今。在這半年裏，疫情反覆不定：初期

一度緊張，之後稍為緩和，到最近又再嚴峻。不過，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一直堅守崗位，

從未鬆懈。

衞生署助理秘書 (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 考試 2 
顏浚達 (Jack)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全球各地紛紛投入防疫抗疫工作。在這艱難時刻，我加入了行

政主任職系，在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家居檢疫組協助抗疫，提供後勤支援。對新入

職的我來說，這份工作充滿挑戰，也別具意義，例如我須在短時間內掌握與採購有關的規

則及指引，及協調準備及派發檢疫資訊包的工作。由於經常要和不同部門聯絡，我明白到

良好的溝通技巧對行政主任十分重要。在我處理過的特別個案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一名獨居長者因家中欠缺藥物而求助。在收到有關查詢後，我立即把個案轉介相關的組

別跟進。在得知事情最終順利解決，我所得的滿足感實在難以言喻。能夠在衞生防護中心

出任我的第一個行政主任崗位，為對抗疫情出一分力，確實是既難忘又殊有意義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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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今天，香港的疫情尚未結束。不管你在是次抗疫戰中有否披甲上陣，只要你和家人朋友

都全力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便有助守護全港市民的健康。我們相信，只要市民

齊心抗疫，香港定能戰勝這場世紀疫情。

戰地記者手記

Iris Ma
在開始邀稿收稿的時候，疫情其實已經穩定下來，所以我們原先安排了幾位部門主任

秘書，在 6 月一個透出「雨後彩虹」的下午，舉行茶聚細訴經歷 ( 但最終改為供稿形

式，再把文稿濃縮，轉化為虛擬茶聚記錄 )。好景不常，7 月疫情反彈，吹走了彩虹，

大家又重回作戰狀態，我也披甲上陣，協助設立氣膜實驗室。鑑於篇幅所限，後續的

抗疫工作沒有文字記錄，但點滴在心頭！我希望通過這篇手記，讓同儕知道，不論在

任何崗位，大家也是攜手共戰，絕不孤單。

Lam Fai
文中提到，衞生署自疫情爆發，便暫停部分非緊急服務，馬上啓動員工調動中心，

以便安排人手到防疫抗疫戰線的不同崗位，而我就是衞生署負責招募人手的行政主

任。前線固然需要人手，後方也要大量支援。不論是公務員、合約員工、退休人員

還是中介公司僱員，均也適合，最重要是盡快報到。在家工作，我可沒試過！累極

了，看一看稿件，知道不少同事正跟我一起拼搏，我馬上又會精神抖擻，去招募了。

Johnny Fung
今次代表本刊走訪幾位身在戰陣的行家，我這個衞生署職員實在百般滋味在心頭。儘

管我不是前線抗疫人員，但也不時要與總部的員工調動中心聯繫，支援部門的抗疫

工作。自今年 1 月以來，辦公室每天都儼如山雨欲來，但身邊的同事依然緊守崗位，

努力應付面前的挑戰，充分體現行政主任職系的團結精神和工作熱誠。我相信，憑着

這種精神，我們定能渡過難關，走出困境。

Joyce Fan
儘管人人都忙得不可開交，但當我邀請同事投稿或接受訪問時，大家

都義不容辭，一口應允，我實在心存感激。在這場抗疫戰中，同事們

都或多或少付出過，可惜篇幅有限，未能逐一介紹和道謝。大家都知

道，螺絲雖小，但要機器正常運作，每顆螺絲都舉足輕重。正當我整

理文稿時，疫症又捲土重來，查詢電話又再響個不停。願我們一眾行

政主任繼續發揮螺絲的精神，緊守崗位，攜手戰勝疫症。



12

選舉事務處

首席選舉事務主任黃文超

由於持續多月的社會事件，選舉事務處在籌備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時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困難
重重。

在招募工作人員方面，接二連三的暴力事件導致不少公務員基於人身安全理由而放棄申請擔任選舉
工作人員，不少已應聘的公務員亦撤回申請。選舉事務處除了籲請部門首長積極鼓勵同事申請有關
職位和調高酬金外，亦因應當時社會局勢，為選舉工作人員提供適切支援，包括安排專車接載投票
站主任及副主任，以協助他們在投票日前順利領取選舉物資，並為投票站主任提供住宿津貼，讓他
們可在選舉前一晚租住投票站附近的酒店，確保於投票日早上能準時到達投票站執行職務。

另一方面，部分已答允借出場地設立投票及點票站的負責人亦擔心場地保安，在投票日前婉拒借出
場地。選舉事務處除了請有關決策局及部門協助游說外，亦因應負責人的要求採取額外措施 ( 例如購

12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刷新了多項紀錄，包括有史以來第

一次沒有候選人自動當選。選舉前的一連串社會事件，確實

令選舉籌備工作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為了貫徹公開、公

平、公正的原則，政府制定周詳的計劃，投入大量人力和資

源，務求確保選舉順利舉行。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對主力

籌辦選舉的行政主任來說固然是一項重大考驗，但同時也給

他們帶來難忘的經驗及極大的成就感。我們邀請了三位曾參

與籌備工作的同事為大家現身說法。

20192019年年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刷新的紀錄

◆	 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 ( 約 413 萬人 )

◆	 議席數目 (452 個 )

◆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數目 (1 090 人 )

◆	 沒有候選人在其選區無須競逐而自動當選

◆	 投票率 ( 約 71%) 及投票人數 ( 約 294 萬人，較上屆增加超過一倍 )

◆	 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 約 44 000 宗，較上屆增加超過五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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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公眾責任保險、加裝圍板保護場地設施和增聘保安人員
協助維持秩序 )，最後得以繼續使用這些場地設置投票站。
此外，選舉事務處亦為投票站主任提供處理投票及點票站
各類突發情況的建議方法，並制定周詳的應變計劃，以防
一旦選舉、投票或點票需要押後，可即時應對。選舉事務
處亦特別製作了短片，協助投票站主任掌握投票或點票押
後時須遵從的程序。

除了上述情況外，選舉事務處亦須迅速應對其他突發事
件，例如在選舉前有個別大專院校發生多宗衝突事件，經
評估風險後，全港共有五個位於大專院校校園內或附近的
投票站需要更改，選舉事務處成功於短時間內透過不同渠
道通知受影響的選民。

此外，候選人簡介會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 亞博館 ) 舉行。鑑於當時社會不穩，
加上簡介會的舉辦場地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範圍內，是法庭臨時禁制令所涵蓋的處所，故基於保安理
由，也受有關特別交通措施限制，公共交通工具不能進出亞博館。選舉事務處須迅速安排專車接送
超過 1 000 名與會者往返會場。另一方面，互聯網及社交平台上謠言紛飛，例如有人謠傳投票站內
設有人臉識別系統。為免選民被誤導，選舉事務處及政府其他相關部門即時透過不同平台作出澄清。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絕非「一般」的選舉，在籌備過程中我們面對重重挑戰，須迅速處理大大小
小的問題。我衷心感謝選舉事務處所有同事，特別是擔任管理階層的行政主任，不辭勞苦、竭盡全
力籌辦這次選舉，充分展現專業及團隊精神。我亦非常感謝所有選舉工作人員、有關決策局和部門，
以及借出場地的機構，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選舉事務處實在不可能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教育局

總行政主任 ( 考評局 ) 劉永豪

每次投身選舉工作，心情都有點兒矛盾，不時自問：「既然早知投票站工作越發複雜，工作人員責
任重大，為什麼仍然參與投票站工作呢？」大概是因為圓滿完成任務所帶來的滿足感吧。那種感覺
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尤其是成功克服重重困難時的心情。

現屆區議會選舉於 2019 年 11 月 24 日舉行，當時我在港島南區一個投票站擔當投票站主任，選民
人數接近 9 300。為了確保選舉順利舉行，在 11 月 23 日完成設置投票站後，我跟一眾工作人員進
行了「模擬投票」和「變身點票站」演習，並向約 40 名同事講解工作要求。由於有近半數同事在投
票站工作的經驗較淺，因此熟諳程序和進行演習是必須的。

除了熟讀工作手冊外，跟大多數投票站主任一樣，我也為投票站作出了一些特別安排，包括：

•根據同事的經驗和履歷分配工作；

•為同事編訂輪更表，方便他們進餐和投票；

•為每張發票枱分配適量的選民；

•派遣同事協助選民排隊和分流，以加快投票過程；

•利用後備物資設立兩個額外的投票間，並同時放置兩

   個投票箱供選民放入選票，以加快程序；

•不時巡視投票站內外環境，適時作出應變；

•每當有特別事情發生，與候選人或他們的代理人溝通。

投票箱

區議會一般選舉投票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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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參與多屆選舉的投票站工作，今屆選民踴躍投票的情況前所未
見。幸好我們事先制定人羣管理措施，要求民安隊和物業管理公司派
員協助，安排選民耐心排隊等候。投票站於早上 7 時 30 分正式開始
運作，選民魚貫而進，顯示分流措施奏效。選民按照指示，在工作人
員協助下有秩序地領取選票和進行投票，直至關門一刻。

不出所料，今屆的投票率是歷屆之冠，我們駐守的投票站有近八成選
民投票！唯一出乎意料的，是非常多市民到場觀看點票過程，亦有不
少傳媒前來採訪。雖然在點票期間，場內人士情緒高漲，在宣布點票
結果一刻更是「人聲雷動」，但到凌晨一時許即曲終人散，點票站慢
慢回復平靜。

我曾見證多個選舉，唯獨這次複雜多變的區議會選舉讓我再次接受洗
禮，再度獲得駕馭挑戰的成功感。

觀塘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 ( 地區管理 ) 周德心

除了選舉事務處外，民政事務總署 ( 民政署 ) 也是籌辦 2019 年區議會選舉的主力部門。面對自 6 月
以來爆發的社會運動，以及預計的高投票率，籌辦今屆區議會選舉對民政署後勤人員和前線工作人
員來說，無疑是一項重大挑戰。

身為地區民政處的工作人員，我非常明白選舉工程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和心力。事實上，所有同
事早在大半年前就已經全面開展籌備工作，包括安排人手、物資、資訊科技支援，以及選舉期間所
需提供的各項服務，例如讓公眾查閱選舉廣告、設立公眾投訴熱線和處理投訴。

鑑於各區交通可能會受社會事件影響，為確保在選舉當天早上能準時上班，不少同事 ( 包括我 ) 都自
費於選舉前一日在辦公室附近租住酒店，以免翌日早上因道路被堵塞而遲到。

選舉當天我作為有關選區的地區聯絡主任，必須具備高度應變和指揮能力，以應付各種不同的工作，
當中主要包括負責維持選舉主任與投票站之間的聯繫、確保票箱收集中心的安排妥善和運作正常、
處理投訴、匯報數據，以及隨時支援投票站等。當中不少工作都須在收到通知後火速完成。

雖然我們預計投票率會頗高，而選舉事務處亦已盡量安排可以容納大量選民的處所作投票站，但當
天還是有多個投票站出現人龍。我們迅速調派同事到有關投票站加開櫃枱，但由於不少投票站都有
類似的要求，所需人手遠超後備人員數目，所以我們作出調配時都煞費思量。

當天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發揮了極大效用。我們同事之間開設了選舉羣組，以便適時報告各投票站的
情況和需要、討論和協調，並迅速應變。另外，由於預計整個選舉過程 ( 投票及點票 ) 需時接近 30
小時，為免同事體力不支，我們安排各人於不同時段值勤。事
實上，選舉工作最終延至第二天下午三時許才完成。

除了支援投票站外，我們還要從五十多個投票站收集上百個票
箱和物資。為免運送票箱的時間受到延誤，我們已事先要求警
方提供協助，確保票箱收集中心附近一帶交通暢順。由於本區
用作設立票箱收集中心的社區會堂，亦是投票站，因此我們事
前須與投票站主任和社區會堂負責人協調，適當安排殘疾人士
通道、票箱運送路線、票箱存放地點等。

回顧選舉當日，同事上下一心，努力完成工作，充分發揮團隊
精神，實在令人欣慰！

14

點票站的工作人員正在點票中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於 2019 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設於九龍塘官立小學的
點票站倒出票箱中的選票

李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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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ST Management HKUS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gram 2019Development Program 2019

View from Lee Shau Kee 
Business Building

I am Phyllis Wong from the Food and Health 
Bureau (FHB). I am responsible for taking 
forward the projects under two 10-year 
Hospital Development Plans as announced 
in the 2016 and 2018 Policy Addresses.

I  a t tended  a  n ine - day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gram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19 with 
over 30 other colleagues of different grades 
from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cross the 
HKSAR Government. Th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gram is offered by the 
HKUST Business School for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rganisations. 
The nine-day programme covers topics 
of “Teambuilding and Problem Solving”,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 “Crisis and 
Stress Management” and “Negotiation”.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lectures, case 
studies, interactive workshops, facilitated 
discussions,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simulation exercises, the programme was 
structured to encourage participants to 
actively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o be honest, I was quite anxious 
when I first learnt that I would be attending 
a formal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after all, it 

had been decades since 
my graduat ion  f rom 
university.

Our c lass had a very 
good mix of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areas and, 
o f  c ou r se ,  ou r  fe l l ow 
Executive Officers (EOs). The classes were 
held at the Lee Shau Kee Business Building 
of HKUST. Situated at the prime location of 
the HKUST Campus, the building overlooks a 
270-degree, if not 360-degree, sea view with 
a relaxing study atmosphere. The lecture 
theatre and breakout rooms are all well-
equipped and comfortable, which facilitate 
active group discussions and collaboration. 

The classes covered quite an extensive 
number of topics and activities, with lots 
of real-life examples and practical case 
studies.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one of the role-play exercises to illustrate 
how big the communication gap can be 
between frontline staff, middle management 
and senior management.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the exercise depended on 
how we selected the appropriate piece 
of information to be conveyed to others, 
whether w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do so, and 
when we actually did it. Being typical middle 
management, EOs all understand only 
too well that we are always taking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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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role between requirement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frontline workforce and 
the senior management. Our unique role 
enables us to be given a lot of information 
from subordinates, counterparts and seniors, 
including details of frontline operations, staff 
sentiment, pressures of service delivery and 
continually changing public expectations—
leading to changes in service requirements 
and  sen io r  management  dec is ions . 
Subsequently, how we select and when we 
convey the information to the appropriate 
person make a huge difference to the end 
result. The exercise reminded me to be more 
cautious in identifying communication gaps 
at work and make an effort to fill those gaps 

with tact and flexibility to achieve a better 
result.

Finally,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another 
interesting piece of information. I was in my 
previous post when I started attending this 
course in September 2019 and took up the 
current post in FHB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urse. One of my classmates has close 
work contact with me in my new post, and 
of course, he became my helpdesk hotline 
during the initial months of my current 
posting! It is always true that building up a 
strong network with colleagues from other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is beneficial to our 
daily work.                             

Augusta Chung 

Kendra 攝於第二屆進博會會場前
16

我是二級行政主任 Kendra，於 2019 年 5 月

入職，現時任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

遊科，負責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參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 進博會 ) 的籌

備工作。雖然我仍是行政主任職系的「新

鮮人」，但我的首個工作崗位已帶給我

重大的挑戰和難忘的體驗。

第二屆進博會於 2019 年 11 月在上海

舉辦，是國家的一項主場外交活動。

香港特區政府自第一屆進博會起，已

積極參與，在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

( 國 家 展 ) 的 中 國 館 內， 設 置 以

「香港　進」為主題的香港地區展

示區，向全球訪客介紹香港在國家

對外開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

外，我們亦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

組織香港企業參與企業商業展，

向國內進口商推廣香港產品及專

業服務。

我的第一個境外工作機會
參與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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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dra ( 右 ) 攝於國家展中國館
內的香港地區展示區

17

我在第二屆進博會的工作

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

分是前期籌備工作，即處

理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到

訪上海的後勤安排 ( 包括酒

店住宿和申領進博會相關證

件 )、協助安排跨部門會議

等。對剛入職的我來說，要

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環境和掌

握工作重點，確實不易。然

而，我可趁機自我鞭策，加強獨立處事能力。

至於第二部分，則是於去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0 日在上海實地參與第二屆進博會的

相關工作。能夠在境外工作實屬難得的機會，

也是難忘的經歷。

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我們時刻要與時間競

賽。抵達上海後，眼看活動迫在眉睫，大家

都爭分奪秒，作最後準備。第二屆進博會在

2019 年 11 月 5 日正式開幕，看着一眾香港

特區政府官員順利完成行程，我們也鬆了一

口氣。接下來的一星期，我和其他同事留守

香港地區展示區擔當解說員，向來自世界各

地的訪客介紹香港，包括香港的優勢，以及

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

來的貢獻、角色和參與。當然，我

們也把握這寶貴機會，參觀了其他

國家和地區的展館。這場高規格的

國際博覽會，確實使我眼界大開。

雖然我們在上海逗留的時間說長

不長，說短不短，空閒時間也不多，但我們

仍趁機出外走走。上海是國內發展最迅速的

城市之一，規劃完善，交通便利。值得一提

的是，當地流動支付技術發展成熟，市面上

幾乎所有店鋪和餐廳都支援電子支付。民眾

無須帶備現金或信用卡出門，的確十分方便，

商戶及市民均可省卻找續的時間。

回顧過去一年，我在工作上獲得莫大的成功

感，視野也大大擴闊。現時的崗位讓我切身

感受到行政主任職務廣泛多變的特質。我深

信，這些經歷定會有助我在職系中成長。

我們現正積極籌備參與第三屆進博會。憑着

去年的經驗，我們有信心能圓滿完成任務 !

第二屆進博會上海外灘
燈光秀

鍾瑋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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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es 與舞獅結緣，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入

讀香港大學 ( 港大 ) 的時候。當時他居於明原

堂宿舍，由於喜愛武術，遂加入舍堂的醒獅

隊，隨後更擔任隊長一職。

舞獅是講求團隊合作的活動。醒獅舞動時，

必須跟鑼鼓節奏互相配合。演出時，除了舞

動獅頭和獅尾的隊員，其他隊友須分別負責

敲鑼、擊鼓和打鑔，有時也會加入大頭佛角

色增添氣氛。雖然 Moses 能勝任任何一個崗

位，而舞獅頭亦遠比當鼓手費勁，但他還是

對獅頭情有獨鍾。

明原堂醒獅隊是當時港大唯一一支獅隊。或

許是「只此一家」的緣故，醒獅隊的演出頗

為頻繁，經常應邀為校內及校外團體、港大

一些慶典 ( 例如昔日港督為學生會大樓落成

而主持的剪綵儀式 ) 等演出。此外，醒獅隊

亦不時參與社會服務，例如某年春節到南朗

醫院演出，與住院病友一起度歲。

踏入社會工作後，Moses 偶爾亦會在公餘參

與醒獅表演，當中有些屬於社區服務，例如

政府主辦的地區節慶活動。他最近一次表演，

是在去年 10 月港大陸佑堂舉行的明原堂 50

周年晚宴上。「有幸跟闊別三十多年的隊友

再度合作演出，別具意義。當晚我們動用兩

隻獅子同台表演，而我就負責舞動其中一隻

的獅頭。我們事前只進行過一次簡單排練，

雖然大家『寶刀已老』，但默契不減當年，

總算順利完成！」Moses 一邊笑語，一邊回

味。

Moses說：「畢竟舞獅是需要相當體能的活動，

隨着年紀漸大，我快將為舞獅嗜好劃上句號，

但由『舞者』轉為觀眾，也屬樂事！」

說到獅藝，Moses 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小知

識，好讓大家在觀賞舞獅時更添興致。大家

可有留意到，數十年前港產片舞獅場景中的

醒獅形態及舞動方法跟現在的頗為不同？現

時流行的，就是所謂的「南獅北舞」，據說

由香港首創，現已在各地的「舞林」盛行。

「南獅北舞」沿用傳統南獅的外形和腰馬步

法，另結合北獅常見的跳躍及跳樁動作；同

時，獅子長度也改短了，以便舞動獅尾的隊

員彎身向前伸手，即可抓緊獅頭隊員的腰帶，

給他助力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讓獅頭獅尾

更緊密協作。這些轉變有利醒獅在梅花樁上

靈活跳動，大大提高舞獅的觀賞價值。此外，

傳統南獅以威猛見稱，舞動獅頭的隊員以孔

武有力者佔優；「南獅北舞」則着重矯捷的

動作及跳躍步法，以獅頭輕盈而獅尾矯健的

組合為佳，起用身材魁梧的獅頭隊友反而會

令負責提供助力的獅尾隊員吃不消。

最後，Moses 給予我們一個小貼士：若有興

趣觀賞獅藝，可留意每年歲晚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在香港體育館舉辦的國際醒獅比賽。以

低廉票價就可以欣賞多場來自各地不同風格

的醒獅隊的高水準演出，機會難逢，大家萬

勿錯過！

陸玉珊

明原堂醒獅隊演出

在南朗醫院為住院病友表演

明原堂 50 周年晚宴演出

「南獅北舞」，瑞獅飛躍梅花樁

舞獅乃中國傳統技藝，源遠流長，主要分為舞北獅

及舞南獅 ( 又稱醒獅 )。前者常見於北方，跳躍步

法多，形態趣致；後者則主要流行於港澳等廣東地

區，着重馬步和神態。我們行政主任同事當中也有

箇中能手。今期《行家小檔案》請來民政事務總署

總行政主任 ( 牌照 ) 劉榮卓先生 (Moses)，分享舞

獅知識和樂趣，並指導我們觀賞獅藝。

18



19

The Sunrise
How do you usually spend your travelling 

time? Do you spend your time surfing the 
net with your phone or gazing out the window 
while listening to music? Reading fiction may 
be another option for killing boredom while 
commuting every day. With the popularisation 
of pocketbooks starting in the 1930s, reading 
has become a haven for many from the stress 
of work.

In Victoria Hislop’s The Sunrise, readers are 
taken to one of the least populated places in 
the world—Famagusta in Cyprus. Famagusta 
was once a famous holiday destination for 
the rich, as it was where glamorous resorts 
were built near the turquoise wa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with a large bed of golden 
sand. In Famagusta, Greek Cypriots and 
Turkish Cypriots liv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While the Greek Cypriots led their 
luxurious lives near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e 
Turkish Cypriots led a more secluded life in 

the walled area where the arts and culture 
soared. Aphrodite and her husband, Savvas, 
longed for the beauty of Famagusta and built 
a state-of-the-art hotel, The Sunris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e wealthiest Europeans all 
fled to Famagusta to have a taste of this hotel. 
The Sunrise soon became a wild success and 
the newest icon of the city. While Aphrodite 
and Savvas were immersed in the joy of 
their success, tension was slowly building up 
between the Greek and Turkish Cypriots. 

In 1974, the Greeks attacked the Turkish 
Cypriots in Famagusta. Millions hastened to 
leave the city in fright. Visitors hurried to ports 
and the airport in the hope of leaving the city 
as soon as possible, while inhabitants fled 
to take refuge in nearby refugee camps. The 
only ones left behind were two staff members 
of The Sunrise and their families. While the 
Ozkans were Turkish Cypriots, the Georgious 
were Greek Cypriots. With hatred in their 
hearts, the Ozkans and Georgious fought to 
survive in the deserted hotel. In the light of 
danger, will hatred and prejudice win over the 
will to survive or will teamwork and respect 
take them to safety?

Jelly Cheung

《三體》    

科幻小說《三體》分為三個部分。故事一
開始講述人類向太空發送訊號，以期與

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聯繫。該等訊號被
距離地球四光年的「三體文明」截獲，引發了
「三體文明」侵略地球以實行宇宙移民計劃。

小說在科幻層面的描述固然精彩，但最使我
入迷的，卻是第二部描寫人類社會因應「三
體危機」作出的反應。故事提到「三體文明」
的太空艦隊已經出發，並會於 450 年後到達
地球。它同時利用高科技在太陽系布滿監察
系統。國際社會雖已啓動主流防禦計劃，但
整項計劃無論是總體戰略思想，還是最微小
的技術和軍事細節，都統統暴露於敵人的視
野範圍內。人類與人類之間任何形式的交流
都會導致泄密。

面對如此空前危機，聯合國啓動了「面壁計
劃」應對。聯合國委任四位「面壁者」，授
權他們調動地球上大量資源以實行各自的戰
略。為免被「三體文明」洞悉意圖，他們基
本上不受監督（危害他人生命等少數情況除
外），亦不用解釋行動及計劃。四位「面壁
者」各行其是，計劃亦五花八門：組織敢死隊、
全力製造核彈、提升人類智力，甚至耽於逸
樂、不務正業。究竟這些計劃隱藏了什麼戰

略意圖？人類又能否安然渡過「三體危機」？
所有問題有待大家閱讀小說後自行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有兩位「面壁者」的
計劃，以及當中一些相關事件（例如逃離太
陽系的飛船互相攻擊），是我們現實生活中
「囚徒困境」的寫照。舉例說，兩名被分開
囚禁的犯人都可作以下選擇：

1. 若 A 指證 B 而 B 保持沉默，A 將即時獲釋，
    B 則判監十年；

2. 若 A 和 B 都保持沉默，則兩人同時判監一
   年；或

3. 若A和B互相檢舉，則兩人同時判監五年。

在這種情境下，互相檢舉的總代價明顯比保
持沉默大，但基於猜疑對方會背叛自己，檢
舉對方是更加理性的選擇。事實上，我們個
人甚或整個社會都經常陷入「囚徒困境」而
不自覺。假如沒有「外星文明」監察系統妨
礙，破解「囚徒困境」的最有效辦法，相信
是開誠布公地溝通，並建立互信。

黃漢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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