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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焦點 
培養人才為海運業注入新動力
施政報告支援高增值海運發展

由香港海運港口局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委員、運輸及房屋局、海事處及主辦單位的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專程前往大連出席「育鯤」
輪實習計劃的開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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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培養人才

為海運業注入新動力

香港是國際海運中心和區內重要的樞紐

大學的 19 位學生，參加了為期 11 天的「育鯤」

港。為促進海運及港口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

輪實習計劃，計劃由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

一直積極支持人才培訓，並鼓勵年輕人參加實

贊助、香港海員工會統籌、並與大連海事大學

習計劃，讓他們有機會掌握與海運業有關的知

合作推展。19 位學生親身前往大連，淺嚐「行

識和提升工作技能。今年暑假，來自海事訓練

船」的滋味。

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和香港理工

「育鯤」輪上淺嚐「行船」的滋味
「育鯤」輪總長 116 米，是中國首艘自
行開發設計、並配備重要航海設備的專用航海
教學實習船，船上有雷達波浪測試儀和船舶姿
態測試儀等先進儀器，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進的專用遠洋實習船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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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育鯤」輪實習計劃，19 位香
港學生與大連海事大學的學生，一起接受
航海實務訓練及體驗船上生活。實習過程
中，學生們依照國際船舶航行值班通行慣
例，分別隨大副、二副、三副或大管輪、二
管輪、三管輪值班，實習船隻離泊、靠
泊、錨泊及航行。此外，在理論的課
堂上，老師亦有講授實用的航海知識
和船上不同的儀器及設備，內容充實。
除了在船上實習，實習計劃的
另一項重頭戲就是參觀大連海事大
學，包括「校史展館」、360 度全景
航海模擬器和救撈水池。救撈水池甚至可以模
擬以直升機進行海上救援！學生們均表示大開
眼界。來自理工大學的陳俊希（甲板）說：「能
夠參與這實習計劃，我感到十分難得，在體
驗『行船』的生活和實習的過程中，又能與
內地同學交流，我們還一起包餃子準備晚餐
呢！這次實習的體驗，加強了
我畢業後要投身海事行業的信
心。」來自海事訓練學院的葉
晉豪（甲板）則讚嘆大連海事
大學的教學設施十分先進，他
說：「內地學生的知識面很
廣闊，而且具有國際視野，
這次交流活動受益匪淺。」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青衣 )
的 陳 子 文（ 輪 機 ） 則 表
示，參加計劃是為了測試
自己是否適合和接受「行
船」的生活，他認為計劃
讓他接觸到船上的機器，了解自己的不足。他說：
「我會把握時間，在畢業前加倍努力學習，為打
拼未來的事業做更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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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海上安全

海事處實習生有所領悟

繼上期報道，14 名在海事處實
習的專上學生，在暑假期間分別
到部門不同組別實習，又到
貨櫃碼頭和航運公司參觀。
實習期約在八月下旬結束，
部門特意為他們安排分享會，
讓他們可以暢談工作感受。他們表
示，海事處的工作範疇原來並不只是局
限在海面上，透過這次暑期工作，讓他們
明白到處方一直致力維護香
港海上安全所付出的努
力。 最 後， 他 們 很
感激處方提
供 了 寶
貴 的
實習機
會。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
帆亦在分享會的茶敘上鼓勵同學們努力讀書，
畢業後積極考慮投身本地海運業。

海事處獲委任為海事專業資歷評估機構
海事處早前獲教育局局長委任成為資歷架構
認可的海事專業資歷評估機構，是首個海事專
業資歷評估機構的政府部門，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生效，為期五年。由該日期起參
加指定七個遠洋船舶適任證書考試的人士
並獲頒發海事處簽發的適任證書時，將同
時取得相對的資歷架構認可級別。此外，
海事處助理處長鄭養明於 9 月 18 日參與了香
港資歷架構國際會議 2018 的「教育與就業：進
階新途徑」專題討論，探討資歷架構如何配合行業的需
要，培育業內人才，並為在職人士提供靈活多元的進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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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支援高增值海運發展
行 政 長 官 林 鄭 月 娥 10
月 10 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當中有措施支持高增值海運發
展。她指海運業是支撐本港貿
易和物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和
基石，政府會繼續鞏固香港作
為高增值海運服務中心和亞太

區重要轉運樞紐的地位。報告
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擬定稅
務措施以推動船舶租賃業務、
提供海事保險業稅務減免、為
國際海運業提供爭議解決服
務、向「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
基金」注資 2 億元。此外，為

進一步提升香港船舶註冊處的
服務，政府亦會分階段在部分
海外及內地辦事處設立區域支
援團隊，向船東提供支援及推
廣香港船舶註冊。

香港海運週將於 11 月舉行
香港海運港口局將於 11
月 18 至 24 日舉辦第三屆「香
港海運週」，活動旨在推動香
港作為聞名國際的海運中心，
繼續「高瞻遠航」。透過為期
一周的密集活動，團結香港海
運業各界人士和展示其實力、
令社會更瞭解海運及港口業為

香港帶來的經濟貢獻，並推廣
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首選
地。國際及本地業界的翹楚及
從業員將會聚首一堂，參與各
項精彩活動，包括會議及研討
會、學校工作坊和家庭同樂日
等。有關活動詳情可瀏覽
www.hkmw.hk/tc/activities.html。

部門快訊

為加強乘客在港澳航線高速船須扣好
安全帶的意識，海事處於 9 月份在上
環港澳碼頭、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及
屯門客運碼頭展開新一輪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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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海港清潔，除日常清理海上漂浮垃圾的工作以外，海事
處於 9 月 27 日在筲箕灣避風塘進行大型清潔行動。處方人員亦
在場派發宣傳單張，呼籲有關人士保持海港清潔。

國家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國家農業農村部漁業漁政管
理局、廣東漁業船舶檢驗局、香港海事處和澳門海事
及水務局代表於 10 月 23 日在香港舉行的「內地與
香港、澳門第六次漁船檢驗管理合作年度會議」，加
強三方合作。

交通運輸部海事局與海事處於 10 月 26 日
在海南海口舉行了內地與香港海上交通安全
定期會議，強化內地與香港在相關水域海上
事務的溝通協調，確保相關水域的海上交通
安全順暢。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局長許如清、
海事處處長鄭美施、海南海事局局長吳輝以
及相關業務負責人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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