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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焦点 
海事处的英雌系列 ─ 专访助理验船督察陈萱蔚

专属培训课程获英国轮机工程及海事科技学会认证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到访海事处

左起：
关美琪（高级助理船务主任）、许佩佩（一级海事督察）、陈嘉敏（海事主任）、郑美施（海事处处长）、姚伊伦（海事主任）、郭敏杰（助理海事监督）、陈萱蔚（助
理验船督察）及张美玉(小轮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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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的英雌系列 : 

　　专访助理验船督察陈萱蔚

 航海业一向予人由男性主导的印象，随

着时代的转变，愈来愈多女性选择「行船」。

现时，海事处的多个职系中都有女性的踪迹，

部门更在 2015 年迎来第一位女处长！除一般

职系的人员外，海事处有 93 位属于不同部门

职系的女同事，当中包括 2 位海事主任、1 位

高级助理船务主任、2位助理验船督察、11位

助理海事监督、52 位海事督察和 3 位小轮助

理员等。《香港海事通讯》将细数她们在海

事处工作上的点滴，今期率先登场的是在政

府船坞维修组工作的助理验船督察陈萱蔚。

   助理验船督察的三个界别

 助理验船督察有三个界别，包括机械界

别、船体与甲板界别和电机界别，在取得各

个界别所需的学历后，还要累积一至三年的

相关工作经验才符合报考的要求。助理验船

督察可晋升为验船督察、高级验船督察和总

验船督察。陈萱蔚属于机械界别，她在取得

机械工程的高级文凭后，曾经「行船」，又

在船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投考海事

处的助理验船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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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种繁多令工作具挑战性
 现时，政府船队有超过 800 艘船只，供 14

个政府部门使用。陈萱蔚指，她所隶属的维修组

主要负责监督政府船只的维修工作，包括管理维

修工场和监督承办商，确保船只能按要求准时回

到岗位执勤。她说：「由于政府船队中有不同种

类的船只，其部件的独特性令维修的工序会有所

不同。现时工作属于船体及甲板界别，接触的范

畴更广泛，所以我觉得在维修组的工作很具挑战

性。」她期望日后透过接触不同船种，累积实际

经验，加深自己在专业上的知识。

      船舱狭窄闷热需体力消耗
 其实在船舱工作一点也不轻松，需要适应闷热和狭

窄的工作环境。陈萱蔚回忆说：「以往在船厂工作，经常

要钻进船舱不同部分做检查，对体力有一定要求。」虽然

陈萱蔚外表斯文，但这些工作一点也难不到她，她要求自

己和其他同工一样，即使环境没有办公室那般舒适整洁，

都会尽力完成工作，不怕艰苦，务求做到尽善尽美。她说

以往修读的机械工程课程教导基础相关知识，在机缘巧合

下发现自己对轮机工程的兴趣，所以她选择「行船」和在船厂工作，让自己学习更多有关轮机

工程的知识，最后成功投考海事处的助理验船督察。部门在她

入职后亦有提供培训课程，例如造船学，使她能更全面掌握检

查和维修船只的技巧。陈萱蔚建议年轻人不妨多学习不同事物，

并要有毅力，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发展方向；如有志加入海事处

成为助理验船督察的话，

应多学习轮机工程的知识

和累积相关工作经验，装

备自己，便能更好把握机

会达成自己的目标。

特别鸣谢：郭曜豪（一级海事督察）协助是次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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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海事博物馆制作，香港海运港口局的海运及空运人才

培训基金资助的 NAUTIC QUEST 鱼吐（nauticquest-yuto.com）

海事学习平台，启动礼于 5 月 12 日举行。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学习

平台以富于趣味及启发性的广泛海事题材为内容，共有 6 个部

分：

＊ 鱼肚学校：一套以中学四年级学生为对象，涵盖香港中学文凭

的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和通识教育四个核心科

目的海事题材校本学习教材

＊ 海港日夜 360：对香港海事历史和事务深具意义的一些地点的

360°照片和影片

＊ 海港有宝：一款增进观众认识辅助航海安全设施的在线游戏

＊ 香江金鱼缸：一个具扩增实境功能的巡回展览装置，以互动及

多媒体方式的展示策略来传递知识和乐趣

＊ 巡洋展览：将NAUTIC QUEST鱼吐海事学习平台带到学校和小区，

并与观众建立直接联系的巡回展览

＊ NAUTIC QUEST 鱼吐网站 www.nauticquest-yuto.com：NAUTIC QUEST 鱼吐海事学习平台所

有永久内容的储存库及发放频道

　　透过上述专门设计的校本学习教材及采用多个多媒体互动单元作展示方式，以期丰富学生

和公众对香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我们的海港—的认识，让大家加深了解香港港口与各式各样

的海运行业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海事学习平台「NAUTIC QUEST 鱼吐」已面世

政府宣布香港海运港口局新一届成员名单

　　政府宣布新一届香港海运

港口局共 28 名成员名单，包

括六名新非官方成员、十名现

任非官方成员、八名机构成员

及四名当然成员，任期两年，

由二○一八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欢

迎新成员的加入，并感谢离任

成员对香港海运港口局和本港

海运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陈

帆表示政府会与业界携手，藉

着发展蓬勃的港口和作为国际

海运中心的既有海运传统，透

过便利海运业群运作的有效管

治、政策和措施，巩固香港作

为主要海运服务中心的地位，

并与船务和港口运作发挥协同

效应。

　　有关香港海运港口局的新

成员名单，可浏览以下网址：

www.hkmpb.gov.hk/tc/about-
us.html#membership-of-hkmpb

http://www.nauticquest-yuto.com
http://www.hkmpb.gov.hk/tc/about-us.html#membership-of-hkmpb
http://www.hkmpb.gov.hk/tc/about-us.html#membership-of-hk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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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快讯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 5月 9日到访海事处，了解部门的工作和面对的挑战。他参
观了位于港澳码头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和海上救援协调中心，又登上一艘巡逻船，了
解前线同事的工作。他与部门各职系的员工代表茶叙时，勉励同事同心协力，为市民
提供优质专业的海事服务。

海事处为助理海事主任及助理验船主
任（航海职类）而新设的专属培训课
程，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获得英国轮
机工程及海事科技学会的认证，并在
2018 年 3 月 7 日颁发了认证证书给海
事处。课程为期四至五年，涵盖内容
全面，为海事处培育未来的专业人员，
以确保部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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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乘客在港澳航线高
速船须扣好安全带的意
识，海事处于 3 月份在上
环港澳码头、尖沙咀中国
客运码头及屯门客运码头
展开新一轮宣传。

资历架构伙伴嘉许典礼 2018 暨庆祝资历架构成立十
周年于 5 月 14 日举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致送嘉许
状予包括企业、行业的相关商会工会、专业团体、政
府部门等超过二百个机构，以表扬他们对资历架构的
支持和贡献。海事处是其中一个政府部门推行资历架
构，副处长王世发出席接受 QF 星级之友嘉许状。

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振
亮 5 月 8 日率团到访海事处，与处方
管理层会面并交流救助打捞应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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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连同香港警务处和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在 5 月 14 日举办
「2018年水上活动安全研讨会」。
海事处助理处长（港口管理）黎
志东提醒市民在进行水上活动时
要加倍注意安全，又呼吁在场约
160 位航运业界代表、水上活动
业界代表和船长或船只操作人出
航前要做好充足准备和在航行时
要小心驾驶。

海事处及香港船东会 2018 年度午餐会暨颁奖典礼于 5 月 7 日举行，海
事处向多家船东、船舶管理公司、船长和船员颁发奖项，以表扬他们
在过去一年对香港船舶注册的支持，致力追求香港注册船舶优良质量
的卓越表现以及在海上救援的英勇行为。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
博士出席颁奖典礼，并向中国海运 ( 香港 ) 集团颁发了「在 2017 年
于香港船舶注册拥有最高总吨」和「在 2017 年注册最高总吨」两个
奖项。当日，处方亦安排了年轻的同事出席，除了让业界认识处方的
生力军，也藉此机会与业界相关持份者的代表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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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雷雨带移动快速，所经之处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打石湖

航海术语

左边 右边 (渔民叫法 )大捞便 / 细捞便黑 /白海豚乌忌 / 白忌

艇仔 (dinghy)登件用作晒咸鱼或其他海产的船只晒家艇

为加强改善香港仔避风塘
的卫生情况，海事处在 
2018 年 5 月 29 日在避
风塘内进行大型清洁行动。

张美玉    小轮助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