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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辅航设备及系泡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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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职系的助理职级人员陆续入职
 为应对海事主任及验船主任职系人手短

缺的问题，海事处已于 2018 年 8月为两个专业

职系开设新的助理职级。有关招聘工作已完成，

海事处会陆续发出聘书，获聘人士将于 2019 年

第一季到任。入职后，他们需要完成为期约四

年的专属培训课程，掌握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

累积实际工作经验，达到所需才能水平，并获

得相关专业机构授予的专业资格。培训课程包

括在职培训、学术资格培训和因应需要而安排

的航海业实习等。同时，部门亦会安排现职海

事主任或验船主任担任他们的指导员，提供指

导及分享经验。

教育及职业博览 2019 

鼓励年轻人投身海运业
 海事处与香港海运港口局于 1月 24日至

27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教育及职业

博览 2019」 设立摊位，推广香港的海运业，鼓

励年轻人加入海事相关行业。

 海事处不同职系，包括海事主任、

验船主任、助理海事监督和二级海事

督察，均有代表在场内摊位向参

观者讲解不同岗位的职责、说明

入职要求和发展前景。另外，在

海事处人员的指导下，参观者透

过全功能船舶模拟器，体验在香港水

域掌舵的乐趣，亦从中领略海上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

 另外，公务员事务局局

长罗智光亦于博览会首日

参观了海事处的摊位，和

前线同事倾谈他们的工作情

况，并由处方人员向他讲解在

摊位展示新购置的遥控测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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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海学校「中五全方位学习周」

了解海事处工作
 2018 年 11 月初，海事处为

香港航海学校「中五全方位学习

周」安排了多个活动，实地考察

香港水域（由中环至东龙洲）和

参观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及海上紧急

救援协调中心，加深同

学对海港设施和船

只仪器操作的

了解，并认识

海事行业的

出路。

 香 港

航海学校的

「中五全方位

学习周」于 11 月

5 日 至 9 日 举 行，31

名就读中五的同学参

与了由不同

机 构 安

排 的

实 务

学 习

活动，

将实地的

工作环境变身

成「流动教室」，深入浅出向同学介绍海

事行业，当中包括参观海事处的

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及海上紧急救

援协调中心，藉此认识海事处管

理海港设施及维持海上交通安全

的角色；海事处亦安排了海上航

程，航行路线由中环至东龙

洲，让同学实地考察香港

水域，海事督察在船上讲

解日常巡逻及执法的工作，

并介绍不同海港设施、船只

类别等。

 此外，同学亦有机会初次实习在

靠泊码头时使用甚高频无线电与码头控制室

沟通，以及模拟海事督察在船上进行例

行检查的程序，同学都十分投入，

很认真地参与这些实习活动，他

们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

认识海事处多个职系的工作情

况，亦启发他们对海事行业的新

体验，扩阔视野，有助他们规划将

来如何投身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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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航设备及系泡小组

严谨高质工作　确保航行安全
 海面有别于道路交通，不会有道路标记或交通灯指示

船只如何行驶，因此需要放置不同的辅航设备，清晰而准确

的辅航设备能协助船只安全地航行。海事处的辅航设备及系

泡小组（小组）是根据国际航标协会所订的指引，负责在香

港水域内提供辅航设备及有关的维修保养工作。

小组流传一句术语 ─ 「海员的生命押注在我们

的工作质素上」，意思是小组的工作做得好，就

能安全地引领海员驶往目的地，因此小组的同事

一直默默为香港的海上航行安全作出贡献，今期

《香港海事通讯》向大家介绍他们日常的工作。

定期及突发维修　确保设备可靠运作
 小组日常的工作以安装、维修和保养辅航设

备为主，亦会提供有关设置方面的意见和支持。辅

航设备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灯浮标及航标。灯浮

标浮于水面，以链索连接混凝土锚锤；航标则是顶

部有灯的构筑物。现时全港有超过550个辅航设备，

当中约有130个灯浮标、300个航标和120个码头灯，

均由小组负责维修及保养。小组会因应辅航设备的

重要程度订立优次的保养计划，在主要航道或交通

频繁水域的设备会每一至三个月检查一次，较次要

的则会每四至六个月保养一次。香港水域内船只交

通繁忙，所以当收到航标失灵或损坏的报告时，小

组便会优先处理，就算未能实时修复，亦会作出临

时性措施，如挂上临时的灯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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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工作易受天气影响
 由于部分辅航设备放置在交通不便的

地点或外港的水域，例如渺无人迹的小岛，

前线人员需要经常乘坐小艇或直升机前往

辅航设备的位置。「天气不似预期」，往往

影响外勤工作。强风会带来涌浪，令灯浮标

摇摆不定，增加外勤人员由小艇登上灯浮标

的难度，甚至会令同事在进行维修时感到眩

晕。此外，水流快慢、辅航设备所处的地理

环境甚至寄生于楼梯或礁石上的寄生物，都

有机会增加登上辅航设备的难度。基

于安全永远是排在首位，当天气或海

面情况恶劣时，外勤人员便会停止工

作直至天气或海面情况回复正常。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上的新产品选择增加，小

组正考虑全面使用天然能源（如太阳能）配合节能灯具

如 LED 灯以减低炭排放；使用一体化灯器以缩短前线人

员在户外工作的时间；以及装置 GPS 追踪、监察和控制

导航灯的相关设备以提高辅航

设备的可靠度。

  

 下一期《香港海事通讯》

会继续介绍不同种类的辅航设

备及其用途，敬请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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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快讯

海事处在 1 月 16 日举行「2019 年海上航行安全

研讨会」，向业界推广海上航行安全意识。海

事处副处长王世发提醒船长和船只负责人须严

格遵守海事条例。

海事处于 1 月初推出显示香港水域海图信息的全新免费流动应用程序「eSeaGo」，市民可透过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免费下载。详情可浏览海事处海道测量部网页 www.hydro.gov.hk/sc/

eseago.php。

香港海运周 2018 圆满结束

 由香港海运港口局联

同香港船东会及香港海事博

物馆举办的「香港海运周」

2018 已经圆满结束。在为期

一周的时间，合共 60 多间

本地及海外机构举办了 54

项精彩活动，

让社会更了解

海运及港口业

为香港带来的

贡献。

http://www.hydro.gov.hk/sc/eseago.php
http://www.hydro.gov.hk/sc/eseag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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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事局局长李为率领代表团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到

访海事处，与处方进行年度工作会议，加强两地海上安全

方面的合作与情况通报。

海事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海事及水务局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在

香港举行 2018 港澳海上安全工作会议。海事处处长郑美施率

领处方人员与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局长黄穗文率领的人员，讨论

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相关水域海上安全事务的沟通协调事宜。

海南海事局副局长吴平生率领代表团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到访海

事处，交流海上事务的管理。

航海术语

艇沉了艇浸泥鯭 地点寨口 指船员到埠后登岸埋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