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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教室之「兩用救生衣」
推廣「兩用救生衣」的全新短片、單張和海報已

於 2020 年 11 月在不同平台正式登場！除配備有

「兩用救生衣」的本地客運渡輪會展示有關資料

外，公眾亦可到海事處網頁或透過掃描船上「兩

用救生衣」海報及單張印有的二維碼，瀏覽最新

宣傳短片及資料。 

新任海事處處長
袁小惠於 2 月 1 日出

任海事處處長，接替已

調任運輸及房屋局常任

秘書長（房屋）／房屋

署署長的王天予。

乘搭配備有「兩用救生衣」的本地渡輪時，乘客可掃描船上

相關海報及單張印有的二維碼，瀏覽最新宣傳短片及資料。  

袁小惠表示會竭盡所能，帶領

海事處團隊，同心協力，促進

卓越海事服務，保障海上安

全。處方並會繼續提升和推廣

香港船舶註冊服務，包括拓展

區域支援團隊，以鞏固香港國

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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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積極加強本地船隻的規管制度，

透過制定相關法例實施一系列提升海上

安全的改善措施，當中包括加強本地船

隻在救生衣配備方面的要求。政府最

終修訂了《2020 年商船（本地船隻）

（安全及檢驗）（修訂）規例》，規定

所有本地船隻均須為其船員及乘客配備

合適的救生衣，其數量不得少於船隻獲

發牌照上標明的最高可運載人數；以及

《2019 年商船（本地船隻）（一般）

（修訂）（第 3 號）規例》，規定大

型海上活動舉行期間船上所有兒童須全

程穿上救生衣。

為幫助業界符合上述要求，海事處委託香港理工大

學（理大）成功研發了一款成人及兒童均適用的救

生衣，命名為「兩用救生衣」。

理大的研究團隊以緊急情況專用的縛帶型成人救生

衣作為設計藍本，再加以改良，成功研發出一款「兩

用救生衣」，適合兩歲或以上、不同高度和體重介

乎 15 至 120 公斤的人士穿着。此獨創救生衣通過

三條束帶把救生衣牢牢固定在兒童身上：附有魔術

貼的頸帶能把領口收窄，以緊貼兒童的頭部和使其

面部保持在高於水面的位置，而設於救生衣前後左

右的襠帶和腰帶讓救生衣更為貼身，防止救生衣向

上滑移。此外，內置於救生衣兩側的浮泡厚度不一，

所產生的浮力差異能自動扶正使用者的身體至面向

上、背向下，而領墊則能承托着使用者的頭部和頸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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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研發的「兩用救生衣」，其原創設計除

了取得專利外，亦獲得歐盟認證，確認產品

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要求，其誕

生是政府、業界及研發機構多年的溝通及合

作的成果。「兩用救生衣」融合各種獨創的

安全性能，為市民提供全新的選擇。

救生衣小知識
救生衣自 18 世紀以來一直都是人類

在海上的救生工具，當時英國皇家救

生艇學會採用了一位成員設計的世界

上第一款軟木救生衣，雖然重達 25

磅，但極具浮力。多年來人們致力研

究，因應各種特殊用途及需求不斷改

良，以提升救生衣保障生命安全的功

能。 18 世紀末船員穿着軟木救生衣 

攝於英國皇家救生艇學會部於英國蘭開夏郡弗利特伍德支部 

照片來源：英國皇家救生艇學會

「航海教室」短片的拍攝花絮

因此，海事處製作了兩輯宣傳短片、單張和海報，

以提升公眾對這項新產品及其正確用法的認知。

為配合政府推廣社區共融的方向，海事處亦為視

障及聽障人士提供不同版本的宣傳短片。短片現

於各主要渡輪航線上播放，敬請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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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教室」短片

由海事處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研發，並申請了專利 
 
   無論成人或兒童都合穿 
 
   只要看見這個標誌  
   乘客便知道船上備有「兩用救生衣」 
 
   兩用救生衣的頸部有一塊魔術貼 
   後面還有一個放置兒童安全帶的袋子 
 

短片一：「兩用救生衣」 齊來話你知

考考你，全新推出的「兩用救生衣」有甚麼特別？

精靈醒目的小水手正確回答船長的問題，通過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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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二：「兩用救生衣」 穿着好 Easy

爸爸與女兒出海遊玩，親身示範穿着「兩用救生衣」的方法

穿着方法很簡單

把帶扣放在前面， 

扣好並拉緊綁帶

用手拉下綁帶， 

把綁帶在背後交叉後 

返回前面

套上「兩用救生衣」， 

把救生衣後方放置兒童安全帶

的袋子打開，拿出綁帶

兒童穿着救生衣時，同行的成人可以從旁協助

把綁帶穿過兒童兩腿間， 

扣在前面並拉緊

把救生衣套在頸上， 

確保哨子在胸前
1 2 3

將頸部的魔術貼 

按兒童頸部大小 

調整到適合位置

1

萬一發生意外，可以用救生衣上的哨子求救

2 3

去片！ https://www.mardep.gov.hk/hk/pub_services/ocean/lifejacket.html



2019 年香港船舶註冊最高噸位船東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

2019 年香港船舶註冊年度新增最高噸位船東

   招商局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按英文名稱字母排序）（按英文名稱字母排序）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
中遠海運散貨運輸有限公司中遠海運散貨運輸有限公司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中遠海運特種運輸有限公司中遠海運特種運輸有限公司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遠洋運輸有限公司上海遠洋運輸有限公司
香港明華船務有限公司香港明華船務有限公司 中國外運 ( 香港 ) 有限公司中國外運 ( 香港 ) 有限公司
Maersk A/SMaersk A/S 上海海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海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英勇表現獎  
  （按英文名稱字母排序）

   深圳遠洋運輸有限公司 - 代表 “銘德”輪的全體船員

   太古輪船有限公司 - 代表 “KWANGSI”輪的全體船員  
   ( 獎項由香港海事處駐新加坡區域總監頒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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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表彰船公司的卓越表現
海事處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向多間船公司頒發獎項，表彰他們的團隊在過去一年致力追求香

港註冊船舶有優良品質的卓越表現，又藉此機會讚揚船員在海上救援方面的英勇行為。海事處

時任處長王天予衷心感謝他們支持香港船舶註冊處，以及對海上安全作出貢獻。香港船東會代

表亦蒞臨頒奬禮，祝賀各獲獎者。

得奬名單如下：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香港船舶註冊最高噸位船東

招商局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香港船舶註冊年度新增最高噸位船東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中遠海運散貨運輸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中遠海運特種運輸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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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華船務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Maersk A/S 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上海遠洋運輸有限公司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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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運 ( 香港 ) 有限公司 
   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上海海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獲頒發 2019 年港口國監督檢查傑出表現獎

深圳遠洋運輸有限公司代表 “銘德”輪 
   的全體船員獲頒發 2019 年英勇表現獎 

太古輪船有限公司代表“KWANGSI”輪的      
   全體船員獲頒發 2019 年英勇表現獎 
   ( 獎項由香港海事處駐新加坡區域總監頒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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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快訊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陳美寶去
年 11 月 13 日到訪海事處，以加深對部門
工作的認識。她參觀了香港船舶註冊處、中
區海事分處、位於港澳碼頭的船隻航行監察
中心和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其後又前往政府
船塢，視察船塢運作，海事處訓練中心和海
道測量部，了解前線同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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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局、澳門海事
及水務局與香港海事處於去年 11 月
25 日以視像形式舉行海上安全工作
會議。三方於會上就海事合作項目、
船舶管理、航運安全管理、智慧海事
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交流意見。
出席會議的官員包括國家海事局局長
曹德勝、澳門海事及水務局局長黃穗
文、海事處時任處長王天予以及三地
其他相關代表。

為全面深化深圳和香港的海事調
查業務交流合作，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海上通航環境持續安全穩定，深
圳海事局與香港海事處於去年 12
月 10 日以網上形式聯合舉辦《深
港海事調查創新工作室合作諒解
備忘錄》簽署儀式暨 2020 年度
深港海事調查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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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組織《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
準國際公約》（《STCW 公約》）制定
海員培訓、發證和值班的國際標準，以
加強海上人命與財產安全，以及保護海
洋環境。國際海事組織不時通過決議修
訂《STCW 公約》，確保負責操作船舶
的海員具備所需資格與技術，緊貼科技及
操作實務最新發展。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
全委員會根據《STCW 公約》的規則於
2020 年 11 月的第一百零二屆會議上通
過中國香港的報告，確認《STCW 公約》
及其修正案的有關規定繼續在中國香港得
到充分和完全實施。

國際航運公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 於今年 1 月 21 日發布 2020/21
年度《航運業船旗國表現圖表》(Shipping 
Industry Flag State Performance Table)，
該圖表就接近 120 個船旗國或地區作出評核。
評核範圍包括港口國監督記錄、國際海事公約
履行程度、有否依從使用認可船級社的規範要
求、船隊的平均年齡、向國際海事和勞工組織
按規定提交報告、出席國際海事組織會議和接
受國際海事組織審查之一系列標準。在覆蓋全
球船隊載重噸 70% 以上的世界前十個船旗國或
地區當中，有五個國家或地區獲得極高履約水
平的卓越成績，即所有指標均獲評為表現優良，
沒有任何負面評價，中國香港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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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海港清潔，除提供日
常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服
務外，海事處於 2020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在香港仔避風
塘進行大型清潔行動。處方
人員亦在場派發了宣傳單張，
呼籲市民須保持海港清潔。

海事處網頁（https://www.mardep.gov.hk/hk/home.html）

去年 12 月推出新版網站。全新面
貌的網站不但內容更為精簡，更
採用了適應性網頁設計，用戶無
論使用桌面電腦、平板電腦或手
機，版面的圖文佈局均會自動調
整，使瀏覽和搜尋資料更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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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海事處
今年取消以實體形式舉辦海上航行安全研討
會，改為製作一套以提高海上航行安全意識
為主題的宣傳及教育資料，並派發給業界參
考。有關資料包括宣傳海事安全的光碟及小
冊子，內容涵蓋最新修訂的海事法例及多個
海事安全相關課題。公眾亦可從海事處網站
下載有關資料，網址如下： 
https://www.mardep.gov.hk/hk/publication/materials/publicity_material.html

Marine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rbour Building, 38 Pier Road, Central, Hong Kong 
G.P.O. Box 4155
Enquiries: (852) 2542-3711
Fax: (852) 2541-7194, 2544-9241
Website: www.mardep.gov.hk
Email: mdenquiry@mardep.gov.hk

Hong Kong Maritime News Editorial Board
Tel: (852) 2852-4423
Fax: (852) 2543-8531
Email: ipro@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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