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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焦點 

全新助理職系宣傳片
2019 暑 期 實習 生
公眾 貨 物 裝 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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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宣傳片推廣
助理海事主任 及 助理驗船主任
推廣海事處專業職系助理職級的全新宣傳短片
隆重登場！新一輯的宣傳片的四位主角，都是
剛入職的助理海事主任及助理驗船主任，他們
有著不同的「行船」資歷，包括持有一級（甲
板高級船員）適任證書的黃浩君、三級（甲板
高級船員）適任證書的孫穎信、一級（輪機師）
適任證書的李國華及二級（輪機師）適任證書
的陳樂笙。
宣傳短片由創新及科技局轄下的效率
促進辦公室協助製作，由籌備、挑選
主角、撰寫文稿、安排場地、拍攝以
至後期製作，共花了三個多月，四位
主角在宣傳片中細訴當年如何入行、
度過若干年的船上生涯後選擇「上
岸」加入海事處的原因，以及對將來
的熱誠與抱負，當中亦開心分享不少
投考助理海事主任及助理驗船主任的
小貼士，有意投考的年青人不容錯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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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短片已上載
海事處的「海事行業」專題網頁！
助理海事主任：

https://www.mardep.gov.hk/theme/maritime_industry/tc/video_amo.html

助理驗船主任：

https://www.mardep.gov.hk/theme/maritime_industry/tc/video_ass.html

特別鳴謝：
麥榮德（驗船主任 / 貨船安全）
林港稀（驗船主任（輪機）/ 主考人員）
黃英全（一級海事督察）

林國亮（二級海事督察）
梁逸琛（二級海事督察）
廖富雄（二級海事督察）
吳俊賢（二級海事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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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追尋航海理想

今年九名專上學生參加了海事處暑期實習
計劃，除了調派到部門不同組別工作，還
前往貨櫃碼頭和遠洋輪船參觀，亦出席了
「海運和航空業實習計劃交流會」。

實習期在八月下旬結束，部門特意為他們安
排分享會及茶聚，讓他們細訴在實習期間的
工作點滴。處方人員包括海事處處長王天
予、副處長王世發和鄭琪、以及多位助理處
長均出席與他們暢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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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同學均表示，親身接觸海事處各組別的工作後，讓
他們更有興趣「行船」，亦坦言航海事業是他們夢寐以
求的工作。他們將海港巡邏組比喻為人的手腳、而船隻
航行監察中心就是眼睛，有效地管理海上航行安全。

透過這次暑期工作，讓同學明白到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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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同學

未來踏上航海路
投身海事行業，除了讀萬卷書，更要航行萬里路，才
能見識更廣！
為讓年輕一代了解更多香港航海業的機遇與發展，運
輸及房屋局總助理秘書長（運輸）羅立強與兩位助理
海事主任林耀佳和孫頴信，於九月中到香港理工大學
與正修讀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 ( 榮譽 ) 工商管理學士
學位課程的同學們分享親身經歷，透過演講及互動交
流，增進同學們對海事行業的認知。
雖然近年有人認為本地航運業正「步入夕陽」，但香
港的船舶管理、船務經紀、融資、航運保險及海事仲
裁等海事領域仍有其競爭優勢及不少發展潛力。在分
享會上，羅 Sir 深入介紹海事行業各範疇所擔當的不同
角色，讓同學了解更多行業內多元化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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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佳和孫穎信是剛加入海事處的助理海事
主任，很榮幸當日回到母校分享自身經驗和
心路歷程，並藉此介紹助理海事主任的入職
要求、相關的專屬培訓、工作範疇和晉升階
梯；同學們更有幸先睹為快，率先觀看部門
最新的專業職系宣傳短片。
小編亦有出席分享會，同學們對當日的分享
很感興趣，羅 Sir、林耀佳和孫穎信都樂意分
享很多實用的「行船」和海事行業的資訊，
希望可以啟發他們好好籌劃未來。

香港首位女遠洋船輪機長
海事專才推廣聯盟和多個海事團體協辦的「成功海事專才系列」記者會於七月八日在香
港海事博物館舉行。其中一位出席分享經驗的嘉賓是本港首位女性考獲遠洋船輪機長資
格的郭詠恩。郭詠恩修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機械工程學高級文憑後，加入中英船舶管
理有限公司至今，經過數年的努力不懈，最後成功躋身於一個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行業，
並獲取專業佳績。她的經歷對香港航運界帶出非常重要的正面信息，鞏固年輕人對職業
專才教育的認知。
航運界一向「男多女少」，現年三十二歲的郭詠恩卻打破行業傳統，面對不少挑戰，決
心堅持追尋她的航海夢，最終成為本港首名考獲遠洋船輪機長資格的女高級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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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事處公眾貨物裝卸區
今期《香港海事通訊》介紹海事處
的公眾貨物裝卸區（貨物裝卸區），小編採訪
了負責貨物裝卸區的高級助理船務主任鍾佑泰，讓
讀者有機會深入了解貨物裝卸區的歷史由來和
業務運作。

公眾貨物裝卸區的歷史發展
70 年代前，內河貨運經營者和中流作業經營
者會沿著任何公共海濱裝卸貨物。一些經營者
以自己第一個聲稱擁有停泊位為理由，獨佔某
些海濱經營貨物裝卸業務。據說，那些取得停
泊位的人開始就使用其停泊位的權利向其他人
收費，但並非所有人都會依從，有些人會駛去
無遮蔽水域，令海濱附近的交通問題惡化。由
於這類活動日趨頻繁，需要適當的規管。有見
及此，政府制訂政策規管公共海濱地區的貨物
裝卸作業。
政府於 1974 年制定《港口管制 ( 貨物裝卸區 )
條例》（第 81 章）及其附屬規例，以管制海
旁區的使用。首個貨物裝卸區於同年在灣仔海
旁啟用。
為配合公眾貨物裝卸區的業務經營及平衡各區
的發展需要，香港現時共有 6 個公眾貨物裝
卸區正在運作，分別位於新油麻地、藍巴勒海
峽、昂船洲、柴灣、西區和屯門，大部分貨物
裝卸區均位於避風塘或其附近，海旁沿岸總長
度為 4 85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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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貨物裝卸區的業務運作
公眾貨物裝卸區是香港港口運作系統之中重要的
一環，鍾先生表示，貨物裝卸區的貨物主要來自
中流作業的內河船隻，而運抵貨物裝卸區後的貨
物則通常經由車輛運送至本地零售店舖；根據
處方資料，2018 年各貨物裝卸區貨運量總共約
545 萬噸，由此可見，貨物裝卸區對本港的運輸
及零售業也構成相當重要的角色。
處方一直致力改革公眾貨物裝卸區的運作，以提
高貨物裝卸的效率和生產力。貨物裝卸區毗鄰的
停泊位早於 1998 年便開始以局限性招標方式編
配給經營者；此外，為了改善交通流量和縮短車
輛進出貨物裝卸區的輪候時間，昂船洲及新油麻
地公眾貨物裝卸區則分別於 2006 年及 2010 年
完成安裝八達通車輛進出控制系統，而其餘 4 個
貨物裝卸區 — 西區、柴灣、屯門和藍巴勒海峽
則於 2016 年完成安裝相關系統。

鍾先生說，某些指定貨物裝卸區是准許裝卸
污染貨物，例如廢紙、散裝沙石和水泥。停
泊位經營者可以把船舶靠泊在停泊位的所屬
範 圍 內， 並 可 以 租 用 其 停 泊 位 岸 上 操 作 區
（即：工作區及後勤區）裝卸貨物和設置貨
櫃辦公室、流動遮蔽處及移動式岸上吊機、
堆放貨物、進行涉及貨物裝卸的相關活動。
而岸上用地被分成三區，包括 (1) 工作區，即
近海堤旁的岸上操作區，主要用於裝卸船舶
和貨車上的貨物；(2) 行車通道，泛指裝卸區
的中部地方；以及 (3) 後勤區，即裝卸區近邊
界圍欄附近操作區，主要用於置設貨櫃辦公
室或作短暫堆放貨物用途。
一般來說，各公眾貨物裝卸區由一位當值一
級 海 事 督 察 負 責 處 理 貨 物 裝 卸 區 的日常運
作，包括管理貨物裝卸區的各類活動、執行
相關法例和指令、監督和複查每日收取的營
運款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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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公眾貨物裝卸區由兩名高級助理船務主任
擔當貨物裝卸區的監督角色，以確保貨物裝卸
區的正常運作，而鍾先生就是其中一員。他
跟小編分享說，自己自 2001 年入職成為二級
海事督察後，已服務海事處超過 18 年，並於
2018 年由海事督察職系轉職為高級助理船務
主任。他指，前者較著重於前線行動方面的工
作，而監督方面則由高級助理船務主任負責。
因此，他樂於接受工作上的新挑戰，讓自己可
以有不同視野和思維，未來為廣大市民服務方
面做得更好。

政府支援企業措施

小知識：公眾貨物裝卸區也會大變身

財政司司長於今年 8 月中宣布支援企業和市
民措施，當中包括由 10 月 1 日開始減免公眾
貨物裝卸區營運商按「停泊位特許協議」繳
付的一半費用，為期六個月；此外，首一小
時的「車輛通行票證」、「操作區許可證」
項目亦獲豁免，為期 12 個月。鍾先生說，部
門一直積極檢討政策上對業界的支援，貨物
裝卸區營運者都對該等措施表示歡迎。

公眾貨物裝卸區每天的運作都十分繁忙，但
讀者可知道柴灣公眾貨物裝卸區每年都會有
個「特別任務」嗎？
鍾先生說，各公眾貨物裝卸區每天的開放時
間為早上 7 時至晚上 9 時，只有農曆年初一
及初二假期才休息。而柴灣公眾貨物裝卸區
於每年端午節前的星期六及日都會作出特別
安排，於該兩天暫停貨運活動，方便籌備和
舉行東區龍舟競渡比賽 ——以短短兩天的準
備時間，就能讓貨物裝卸區搖身一變成為龍
舟競渡場地，與所有參與者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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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房局局長訪問倫敦推廣海事合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率領香港海運港口局成員及業界代表於
九月十日至十三日前往英國倫敦訪問，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海運
中心及海運服務樞紐。

陳帆出席倫敦國際航運周
會議，並發表主題演講。

在倫敦期間，陳帆首先拜會英國運輸大臣 Grant Shapps，就
促進海運業發展交流意見。其後，他出席倫敦國際航運周會
議，並發表主題演講。他又與英國航運部長 Nusrat Ghani 及
倫敦海事服務協會代表會面，就共同推廣兩地的海運業交換意
見。隨後，陳帆與國際保障及彌償組織及其成員協會代表會
面，推廣香港的高增值海運服務。陳帆在結束行程前亦與國際
海事組織秘書長林基澤會面。

圖 示 陳 帆 拜 會
英 國 運 輸 大 臣
Grant Shapps（左）。

香港海運週將於 11 月舉行
由香港海運港口局舉辦的「香港海運週」自 2016 年首辦以
來，得到業界的熱烈參與和支持，已成為香港海運業界的年
度盛事。今年，「香港海運週」將踏入第四屆，並會於 2019
年 11 月 17 至 23 日舉行，為期一周的活動共有 8 個主題，
涵蓋船舶融資、船舶管理、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海
事科技、港口及物流、海運業培訓及就業，和船務及海事。
透過密集及多元化的海事活動，希望能讓社會各界更認識香
港海運及港口業之經濟貢獻，鼓勵及吸引年輕人投身海運業，
並能向外推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不二之選。
有關活動詳情可瀏覽
https://www.hkmw.hk/tc/activities.html

圖示陳帆與國際
海事組織秘書長
林基澤（左）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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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快訊
海事處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海事及水務
局於九月在澳門舉行 2019 港澳海上
安全工作會議。海事處處長王天予率
領處方人員與澳門海事及水務局局長
黃穗文率領的人員，討論進一步加強
兩地在海事安全和海上客運管理等方
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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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九月在上環港澳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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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測試政府部門在香港水域內發生溢
油及溢漏有毒有害物質事故時的應變
能力，海事處於 10 月 22 日在南丫島
海面舉行，分別以「油演 2019」及「有
毒有害物質溢漏演習 2019」作代號。

航海術語
杉針

一種拖網漁船

油躉

小 型 運 油 船，
多在港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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