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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時刻 中國人身份是「金鐘罩」

2015年 泰國曼谷四面佛爆炸 2020年 武漢撤離

黎棟國：國家富強港人在外才有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在港英時期，港人若在
外遇上事故猶如「孤兒仔」求助無門。回歸祖國後，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成立「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俗稱救人組），每次出動拯救港人回家的行動得以
順利進行，除了有賴小組成員不怕艱辛、團結一致的
專業精神外，更有賴中央政府全力支持。該小組主
管、總入境事務主任（國際協作）蔡宇飛身經百戰，
他最難忘的是2020年鑽石公主號事件。
2020年2月9日下午，一個平凡不過的下午，正在休

假的蔡宇飛突然接到前往日本參與協助鑽石公主號港人
回港的任務，「當時太太在我身邊，她也是入境處職
員，當然明白意義重大，我倆只是交換一下眼神，我就
立刻接受任務，當晚即時啟程飛往東京。」

作為「先頭部隊」成員的蔡宇飛一落機，就發
現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人員到場接機。一行人

其後直奔郵輪停泊的橫濱碼頭，第一
時間將藥物送至港人手中，「這

是性命攸關、與時間的競
賽！出發前我們就

在衞生署及

醫管局協助下準備好所需藥物。」

睹「咱們回家」橫幅 滿足又激動
為確保一切順利，加入行動的所有成員都馬不停

蹄，連日通宵奮戰，趕製識別港人的名牌。當時日本
當地氣溫仍十分寒冷，不少成員啟程時只帶着簡單衣
物，難抵嚴寒，蔡宇飛也不例外，「有一晚的橫濱碼
頭天氣嚴寒，手機屏幕都已無法感應我已凍僵的手
指，為了抓緊聯絡工作，我們唯有上車取暖，等到手
指回溫就繼續使用手機聯絡。」
救人組工作並不孤單，在整個撤離過程中，中國駐

日本大使館及香港特區政府駐日經貿辦為他們解決交
通和物資等難題。「撤離包機要從東京起飛，由橫濱
到東京的陸路交通安排全部有賴大使館協助。」經過
逾一星期的準備工作，最後郵輪上的港人順利回家，
「撤離當天，我站在碼頭上，看着香港市民終於能夠
從郵輪甲板走落來，登記後上車準備離開，其中一輛
旅遊巴的擋風玻璃上還掛着一塊橫幅，寫着『走，咱
們回家』，大家內心的滿足和激動難以言表。」
然而，艱辛任務仍未完結，返港後不久蔡宇飛再投

入下一項充滿挑戰的工作——接載滯留湖北省的港人
回家，這項工作需要入境處將身處湖北不同地區的

港人護送到武漢機場。當時滯留湖北省

的港人求助個案超過4,200宗，香港特區政府安排8班
包機接送港人回港。「不論是港人於當地隔離時所接
收的各種物資，抑或將市民從各自的住處護送到機場
的交通，都離不開祖國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
蔡宇飛對祖國作為港人的堅強後盾感到非常自豪，

「很多救援工作單靠特區入境處是難以完成的。近
月，烏克蘭處於戰火之中，駐當地的中國大使
館無懼困難，協助同胞乘坐專機脫離險
境、返回祖國，其中就包括一位香港
居民，這也印證了祖國的強大
和對港人的關懷。」

難忘鑽石公主號事件 手指凍僵帶港人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患難見真情，危難見真章。
每逢港人在外地遇上任何突發事情，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
處是最主要的對口部門，曾任職該處30多年的保安局前局
長、現任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可說是入境處「活字典」，他日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回歸前，港人在外地出事
時要出動港英政府官員飛到當地營救？係完全無呢回事。」
反觀香港在回歸祖國後，不論是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2004
年南亞海嘯、馬尼拉人質事件，中央政府都傾盡全力協助當
地港人脫險。
港人再叻再聰明，在外地遇到災難級事故也要依靠祖國，
包括中國外交部及駐外領館在其中斡旋，營救身處險境的港
人。不過，這種外交保護在港英時期是形同虛設的，黎棟國
說：「回歸前，港人在外地出事時要出動港英政府官員飛到
當地營救？係完全無呢回事，最多在當事人返到香港機場
後，幫你打電話叫『十字車』（救護車），但你要自己諗辦
法返到香港先得。」

港人撤出埃及苦無航班
見盡無常，歷遍人算不如天算，黎棟國表示，香港回歸祖國
後，入境處漸成立協助在外港人小組。1998年印尼發生排華事
件，入境處首次派員到當地協助港人撤離，黎棟國則在香港後方
全力統籌。上司見他拆彈拆得有板有眼，2004年南亞海嘯、2010
年馬尼拉人質事件……總之遇到「大鑊嘢」他都被委以重任。
黎棟國坦言，每次危機處理，有力在亂局中排難解紛的，
離不開國家外交部的力量，尤以2010年在北非及西亞爆發的
所謂「阿拉伯之春」，令他印象最深刻。那時大批當地民眾
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政權，188名港人滯留在埃及洪加達，當時
可謂兵荒馬亂，撤離工作舉步維艱，最大挑戰是當地與香港
沒有航班，必須向埃及政府爭取開放臨時航權。
他說：「當時埃及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必須盡快離開。本

來我們想安排滯留的港人前往開羅乘坐飛機離開，可惜局勢
太亂，陸路交通極不暢順，於是有人提議香港特區政府派包
機接人，但問題係兩地未有獲批准的航道，一定要埃及政府
開綠燈畀你飛先得，但那時埃及政局亂到七彩，你搵邊個
傾？人哋識你係邊個？」

航權包機 外交部當晚搞掂
在祖國強力支持下，特區政府聯絡了外交部領事司，出面向埃
及政府爭取航權及包機，「中央政府出面就不同了，當晚就把事
情擺平，晚上隨即問入境處人員拿取188名滯留人士名單。」
黎棟國透露，包機看似簡單，背後需過關斬將，不是打幾
個電話就可以搞掂，「你想找架飛機出來？真是好大件事。
怎知外交部辦事效率驚人，翌日便安排好，仲緊急抽調3組飛
行員協助。我國駐埃及大使館更專程冒住槍林彈雨，派員到
航機將會降落的小型機場視察一番，確保安全。你可以睇
到，外交部人員做事是何等細心。」
最終，188名港人有序地返港，黎棟國指出，中央政府永遠

把人命放在首位，相比之下美國對待國民就是「相金先
惠」，「當時美國也有派機去接國民，不過他們上機前全部
要做一樣嘢，就是拿張信用卡出來碌卡，即是機票錢要國民
先畀，但中國的包機不會同你講錢，務求盡快送國民到安全
地方。你說兩個國家對待人民，是不是有天淵之別？」
回想那次埃及逃難之旅，黎棟國直言驚險萬分，「香港是
極其幸福的，但不要忘記整件事背後之所以做得到，是因為
中央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試問危急關頭，誰人有能力打破障
礙呢？這也有賴國家富強，外交實力夠堅硬。」
祖國對香港的好，潤物細無聲。黎棟國說：「回歸25年
來，我們生活在香港，有沒有好好去珍惜保護這個地方？有
沒有建設好這裏？我哋有沒有想想，應該怎樣為國家、為香
港服務？」

「1997年前你
去到外國旅行，其實很多

外國人都不太知道有香港這個地方。
直至回歸後，國家的國力逐漸強大，香港漸

被人認識，特區護照的認受性亦隨之提升，獲得免
簽證的數量甚至比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還要

多。」縱橫旅遊業40多年的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感
受最深的是，護照不光是一本旅遊證件，也是一份保障：每次港

人在外地發生事故，中央政府始終是香港強而有力的後盾，「香港特
區政府在海外雖然有經貿代表，但只屬商界層面，遇到當地封國禁飛如此

大件事，還是需要中國駐當地大使館出面調停。」
香港人熱愛旅遊，在世界數一數二，用周末
時間極速遊歷是疫情前的常態，當時有調查發
現，港人每年人均出境旅遊次數高達11.4次，
冠絕全球。不過，外遊頻密，「出事」的頻率
就增加，每次發生事故，香港旅遊業議會定必
第一時間響起警號，並全力支援。
在旅遊界打滾40多年的徐王美倫體會最深
的是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大爆發時，摩洛哥
宣布封國，更禁止所有國家航班出入境，滯
留當地的百多名港人大失預算。時任旅議會
總幹事的陳張樂怡回憶當日突然收到封國禁
飛的消息，仍猶有餘悸：「這批香港團友本
來準備該月21至23日返港，點知20號就落閘
禁飛。」
部分團友擔心回港無期，手上藥物缺乏，

更擔心隨時因此染疫，焦慮
情緒升溫，紛紛致電旅議會及入境
處求助，「好記得收到求助電話那兩星
期，日日拎起電話打畀保安局查詢最新情
況，上午又打，下午又打，問佢哋幾時派機去救
人。」陳張樂怡說。

轉飛英法再回港
徐王美倫得悉事態嚴重，馬上聯同時任旅議會主席黃進達及陳張

樂怡四出聯絡不同航空公司查詢航班最新情況，希望助滯留團友「攝
位」上機回港。徐王美倫說：「當時滯留在摩洛哥的團友最多，合共有4團

共80人，加上60名自由行，加埋有成百多
人。」不過，發出封國禁飛令並不限於摩洛
哥，秘魯也很快落閘，導致再多40名香港
團友被滯留，事態一度處於膠着狀態。
幸好，由於英國及法國等仍未封城，在
入境處及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駐秘魯大
使館人員協助後，團友分批飛往英、法，
再轉乘不同航機返港，最令陳張樂怡印象
深刻的是我國外交部對待國民的重視程
度，「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派包機去接國
民回國，不論你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在
外地遇到突然事故，國家一定第一時間協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常說「十年人

事幾番新」，香港回歸祖

國25載，不論經歷多少的順流逆

流，都能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乘風破浪，不斷成長，成

為璀璨奪目的國際大都會。隨着祖國國力興盛，國際影響力

增強，港人踏出家門到外地公幹旅行，即使遇上無情天災人禍，祖國就是港人危難中強而

有力的堅強後盾，這是回歸前港人從未享有過的外交保護。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

處長區嘉宏對此體會很深。他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人生路不熟

的天涯海角，俗稱救人組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負起排難解困的職責，每

次快速完成任務的關鍵除了有賴前線同事拚搏外，中國駐外使領館

義無反顧全力協助居功至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禮願2005 年 ， 入 境 事 務 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
組」開設24小時緊急求助
熱線「1868」，方便身處
不同時區的香港居民全天
候致電求助，2010年電話
線路由23條大幅增加至46
條（見圖）。去年3月底小
組在「入境事務處流動應
用程式」推出「1868」熱
線網絡數據電話的新功
能，香港居民以手提電話
使 用 網 絡 數 據 致 電
「1868」熱線求助，無需
再打長途電話。本月將推
出新服務，讓市民透過入
境處網頁或「入境事務處
流動應用程式」填寫網上
表格向小組求助及提供簡
單聯絡資料，並可上載相
片或證明文件等附件，令
小組的協助可以更到位。小
組 今 年 亦 新 增 便 攜 式
「1868」熱線工作站，使系
統的運作不再受場地限制，
何時何地都可以提供24小
時緊急求助服務。

「我們有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協助，可以分批坐客機回
家，唔使自己畀錢，而且比英國人更早落船撤離。如果沒
有中央政府在背後做了大量協調工作，香港遊客會有這種
優待嗎？」兩年多前與太太一同踏上鑽石公主號的退休醫
護許先生，經歷危難才發現中國香港人的身份原來是「金
鐘罩」。
當時，鑽石公主號郵輪爆疫，乘客被困日本，令船上港人

許先生深深體會到一旦在境外「落難」，中央政府始終是港
人最強的「保護網」，亦只有國家富強，這個「保護網」才
能堅實地撐起香港、撐住750萬名香港特區市民。

在該船逾3,000名乘客中，累
積超過700人染疫。許先
生跟太太及兩位同行友
人雖然未有確診，然

而置身「疫船」上遲遲未獲准離開，儼如「困獸鬥」，那
份惶恐和不安，是許先生遊歷生涯中從未遇過的驚恐。該
郵輪已進入日本橫濱港，日本政府率先讓本國的旅客落
船，「我哋呢？點算好？幾時輪到我走得？」身處「疫
船」上，誰也無法確保船上環境是否已受病毒污染，每待
在船上多一刻，就多一份危機。
不過，事發初期因為船公司與日本政府訊息混亂，香港
特區政府未能完全掌握船上港人數量，包機撤離港人的工
作十分艱巨，心急如焚的許先生也體諒特區政府的難處。
「包機唔係包車，唔係你想包就包，如果香港特區政府想
出動包機接走港人，要先同日本政府協商，香港不過是中
國的一個城市，前面還有美國、英國等人員與日本政府商
討安排包機送走國民，小小的香港，人哋點會睬你？」

駐日使館成功爭取包機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雖然知道有港人在

鑽石公主號上，但訊息受阻，根
本無法掌握他們的情

況，「想打長
途電話

也沒有信號，加上言語不通，找船上職員尋求協助也難，
問極都無人話到我哋知幾時走得，我哋最怕一旦不幸染疫
唔知會送去什麼地方。入境處又無船上港人的手機號碼，
怎聯絡我哋？」
在「疫船」上苦等3天的許先生，最後決定想辦法「自
救」，趁船上仍有網絡時，他馬上透過手機WhatsApp應
用程式向香港的親友求救，親友馬上代為向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求助，然後將情況告知入境處，鄭泳舜及入境
處人員未有怠慢，隨即火速飛往日本協助。
許先生當時不知道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人員抵達

後，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協助下，成功向日本政府爭取
包機，並找到當地華僑所經營的旅遊巴冒着受感染的風險
接載「疫船」上的港人到機場，才得以順利離開郵輪。

登岸比英遊客早一兩天
許先生說：「落船條件係要核酸檢測陰性，我哋等了
近10天先有檢測結果，獲准離船上岸，但原來已經比英
國遊客早咗一至兩天。可見中央政府在背後做了大量協調
工作，讓香港遊客獲得比較快撤離的待遇。」
經此一「劫」，許先生深深感受到香港人一旦在外

「落難」，祖國才是自己的最大依靠。在日本機場，他親
睹美國政府派出簡陋的貨機分批把國民接走，費用更

要乘客負擔。而港人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協
助下，得以分批乘坐客機返回香港，且

費用全免，「中央政府係掏心掏
肺對港人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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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後，港人
若在外遇到困難，不再是叫天

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孤兒仔」。有祖
國作後盾，中國駐外使領館義無反顧全力協助，
加上特區政府完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的應變機制，
於1999年成立「救人組」，凡此種種，免除港人
在外後顧之憂。
區嘉宏表示，救人組成立以來，共處理逾7萬宗求

助個案，每次遇到急難事件，特區政府都第一時間安
排訓練有素的「救人組」出動，並在中國駐外使領館

協助下，營救受困港人。

職員外遊突變公幹馳援
令區嘉宏記憶猶新的，是2015年6月在泰國華欣發
生的嚴重車禍，事件導致港人三死三傷， 「當時碰
巧入境處有位女同事正在曼谷旅行，救人組主管得悉
意外後，馬上聯絡她，她毫不猶豫回應話：得！阿
Sir，無問題！我取消休假幫手救人。」說畢，這位入
境處職員即與丈夫分開行程，丈夫先回港，她則借來
丈夫的一件男裝T恤便啟程協助救援，最終成為第一
位抵達華欣的入境處人員。
災難、意外，是意料之外，但區嘉宏時刻提醒同事

救人要緊，「香港人在外地出了意外，能第一時間聽
到一把講廣東話的救援聲音，個心會定好多。」
然而，災場兵荒馬亂，堵路、斷電、斷水甚至

停航，令救人行動阻礙重重。每一次救援成功，
背後離不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外使
領館的全天候協助。
區嘉宏透露，每次遇到事故，相關人員不分晝

夜，總會無私地為入境處人員進行大量聯繫及協

調溝通工作。

領館租直升機撤受困者
令他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11月14 日新西蘭
基督城發生黎克特制7.5級地震，其時當區交通受到嚴
重破壞，逾一百名中國公民及香港居民被困於南島小
鎮凱庫拉，單是入境處已接獲23名港人求助。不過，
中國駐基督城總領館人員並沒有因陸路交通受阻而停
止救援行動，而是立即租用直升機撤走小鎮凱庫拉所
有受困的內地公民及香港居民，「在國家的全力支持
下，所有受困的香港居民順利撤離前往安全地方。」
他又憶及，摩洛哥自2020年3月上旬因疫情進入

全國緊急狀態，所有海空交通限制非常嚴格，令身
處當地的香港居民未能自行安排航班離開摩洛哥。
入境處在收到港人求助後，即時聯繫中國駐摩洛哥
大使館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循多方面跟進及
協調，「為協助滯留摩洛哥的中國公民離開當地，
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安排了一班包機由卡薩布蘭卡
接載所有中國公民回廣州，包括27名港人搭包機到
廣州後再順利返回香港。」

◆◆蔡宇飛蔡宇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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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議會主席徐王美倫旅議會主席徐王美倫（（中中）、）、顧問陳顧問陳
張樂怡張樂怡（（左左））及總幹事楊淑芬及總幹事楊淑芬（（右右）。）。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提醒同事以心比心入境處處長區嘉宏提醒同事以心比心，，以人為本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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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乘客許先生鑽石公主號乘客許先生
（（SimonSimon））接受訪問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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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黎棟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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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時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兼總領事詹孔朝（右一）到東京
羽田機場了解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港人回港的進展。

20202020年年 日本鑽石公主號爆疫日本鑽石公主號爆疫

◆◆2011年，時任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與時任外交部駐港公署領事部
主任朱桃英（右一）在機場迎接從埃及樂蜀返港的旅客。特區政府圖片

20112011年年 埃及樂蜀港客滯留埃及樂蜀港客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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