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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教室之「两用救生衣」
推广「两用救生衣」的全新短片、单张和海报已

于 2020 年 11 月在不同平台正式登场！除配备有

「两用救生衣」的本地客运渡轮会展示有关资料

外，公众亦可到海事处网页或透过扫描船上「两

用救生衣」海报及单张印有的二维码，浏览最新

宣传短片及资料。

新任海事处处长
袁 小 惠 于  2 月  1 日 出

任海事处处长，接替已

调任运输及房屋局常任

秘书长（房屋）／房屋

署署长的王天予。

乘搭配备有「两用救生衣」的本地渡轮时，乘客可扫描船上

相关海报及单张印有的二维码，浏览最新宣传短片及资料。

袁小惠表示会竭尽所能，带领

海事处团队，同心协力，促进

卓越海事服务，保障海上安

全。处方并会继续提升和推广

香港船舶注册服务，包括拓展

区域支援团队，以巩固香港国

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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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积极加强本地船只的规管制度，

透过制定相关法例实施一系列提升海上

安全的改善措施，当中包括加强本地船

只在救生衣配备方面的要求。政府最

终修订了《 2020 年商船（本地船只）

（安全及检验）（修订）规例》，规定

所有本地船只均须为其船员及乘客配备

合适的救生衣，其数量不得少于船只获

发牌照上标明的最高可运载人数；以及

《2019 年商船（本地船只）（一般）（修

订）（第 3 号）规例》，规定大型海

上活动举行期间船上所有儿童须全程穿

上救生衣。

为帮助业界符合上述要求，海事处委托香港理工大

学（理大）成功研发了一款成人及儿童均适用的救

生衣，命名为「两用救生衣」。

理大的研究团队以紧急情况专用的缚带型成人救生

衣作为设计蓝本，再加以改良，成功研发出一款「两

用救生衣」，适合两岁或以上、不同高度和体重介

乎 15 至 120 公斤的人士穿着。此独创救生衣通过

三条束带把救生衣牢牢固定在儿童身上：附有魔术

贴的颈带能把领口收窄，以紧贴儿童的头部和使其

面部保持在高于水面的位置，而设于救生衣前后左

右的裆带和腰带让救生衣更为贴身，防止救生衣向

上滑移。此外，内置于救生衣两侧的浮泡厚度不一，

所产生的浮力差异能自动扶正使用者的身体至面向

上、背向下，而领垫则能承托着使用者的头部和颈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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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研发的「两用救生衣」，其原创设计除

了取得专利外，亦获得欧盟认证，确认产品

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的要求，其诞

生是政府、业界及研发机构多年的沟通及合

作的成果。「两用救生衣」融合各种独创的

安全性能，为市民提供全新的选择。

救生衣小知识
救生衣自 18 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人类

在海上的救生工具，当时英国皇家救

生艇学会采用了一位成员设计的世界

上第一款软木救生衣，虽然重达  25

磅，但极具浮力。多年来人们致力研

究，因应各种特殊用途及需求不断改

良，以提升救生衣保障生命安全的功

能。 18 世纪末船员穿着软木救生衣

摄于英国皇家救生艇学会部于英国兰开夏郡弗利特伍德支部

照片来源：英国皇家救生艇学会

「航海教室」短片的拍摄花絮

因此，海事处制作了两辑宣传短片、单张和海报，

以提升公众对这项新产品及其正确用法的认知。

为配合政府推广社区共融的方向，海事处亦为视

障及听障人士提供不同版本的宣传短片。短片现

于各主要渡轮航线上播放，敬请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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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教室」短片

由海事处委托香港理工大学研发，并申请了专利

   无论成人或儿童都合穿

   只要看见这个标志
   乘客便知道船上备有「两用救生衣」

   两用救生衣的颈部有一块魔术贴
   后面还有一个放置儿童安全带的袋子

短片一：「两用救生衣」 齐来话你知

考考你，全新推出的「两用救生衣」有甚么特别？

精灵醒目的小水手正确回答船长的问题，通过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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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二：「两用救生衣」 穿着好 Easy

爸爸与女儿出海游玩，亲身示范穿着「两用救生衣」的方法

穿着方法很简单

把带扣放在前面，
扣好并拉紧绑带

用手拉下绑带，
把绑带在背后交叉后

返回前面

套上「两用救生衣」，
把救生衣后方放置儿童安全带

的袋子打开，拿出绑带

儿童穿着救生衣时，同行的成人可以从旁协助

把绑带穿过儿童两腿间，
扣在前面并拉紧

把救生衣套在颈上，
确保哨子在胸前 

1 2 3

将颈部的魔术贴
按儿童颈部大小
调整到适合位置 

1

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用救生衣上的哨子求救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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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香港船舶注册最高吨位船东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香港船舶注册年度新增最高吨位船东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按英文名称字母排序）（按英文名称字母排序）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太平洋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中国外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 
Maersk A/SMaersk A/S 上海海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海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英勇表现奖 
（按英文名称字母排序）（按英文名称字母排序）

    深圳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 代表 “铭德”轮的全体船员

    太古轮船有限公司 - 代表 “ KWANGSI”轮的全体船员

 （奖项由香港海事处驻新加坡区域总监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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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表彰船公司的卓越表现
海事处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向多间船公司颁发奖项，表彰他们的团队在过去一年致力追求香

港注册船舶有优良品质的卓越表现，又藉此机会赞扬船员在海上救援方面的英勇行为。海事处

时任处长王天予衷心感谢他们支持香港船舶注册处，以及对海上安全作出贡献。香港船东会代

表亦莅临颁奬礼，祝贺各获奖者。

得奬名单如下：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香港船舶注册最高吨位船东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香港船舶注册年度新增最高吨位船东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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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Maersk A/S 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太平洋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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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
    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上海海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获颁发 2019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深圳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代表 “铭德”轮 
    的全体船员获颁发 2019 年英勇表现奖

太古轮船有限公司代表“ KWANGSI”轮的
    全体船员获颁发 2019 年英勇表现奖
    ( 奖项由香港海事处驻新加坡区域总监颁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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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快讯

运输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运输）陈美宝去
年 11 月 13 日到访海事处，以加深对部门工
作的认识。她参观了香港船舶注册处、中区
海事分处、位于港澳码头的船只航行监察中
心和海上救援协调中心，其后又前往政府船
坞，视察船坞运作，海事处训练中心和海道
测量部，了解前线同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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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澳门海事
及水务局与香港海事处于去年 11 月
25 日以视像形式举行海上安全工作
会议。三方于会上就海事合作项目、
船舶管理、航运安全管理、智慧海事
发展等议题进行讨论，并交流意见。
出席会议的官员包括国家海事局局长
曹德胜、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局长黄穗
文、海事处时任处长王天予以及三地
其他相关代表。

为全面深化深圳和香港的海事调
查业务交流合作，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海上通航环境持续安全稳定，深
圳海事局与香港海事处于去年 12
月 10 日以网上形式联合举办《深
港海事调查创新工作室合作谅解
备忘录》签署仪式暨 2020 年度深
港海事调查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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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事组织《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
准国际公约》（《STCW 公约》）制定
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的国际标准，以加
强海上人命与财产安全，以及保护海
洋环境。国际海事组织不时通过决议修订
《STCW 公约》，确保负责操作船舶
的海员具备所需资格与技术，紧贴科技及
操作实务最新发展。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
全委员会根据《STCW 公约》的规则于
2020 年 11 月的第一百零二届会议上通
过中国香港的报告，确认《STCW 公约》
及其修正案的有关规定继续在中国香港得
到充分和完全实施。

国际航运公会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 于今年 1 月 21 日发布 2020/21
年度《航运业船旗国表现图表》(Shipping 
Industry Flag State Performance Table)，
该图表就接近 120 个船旗国或地区作出评核。
评核范围包括港口国监督记录、国际海事公约
履行程度、有否依从使用认可船级社的规范要
求、船队的平均年龄、向国际海事和劳工组织
按规定提交报告、出席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和接
受国际海事组织审查之一系列标准。在覆盖全
球船队载重吨 70% 以上的世界前十个船旗国或
地区当中，有五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极高履约水
平的卓越成绩，即所有指标均获评为表现优良，
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中国香港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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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海港清洁，除提供日
常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服
务外，海事处于 2020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在香港仔避风
塘进行大型清洁行动。处方
人员亦在场派发了宣传单张，
呼吁市民须保持海港清洁。

海事处网页（ https://www.mardep.gov.hk/sc/home.html）
去年 12 月推出新版网站。全新面
貌的网站不但内容更为精简，更
采用了适应性网页设计，用户无
论使用桌面电脑、平板电脑或手
机，版面的图文布局均会自动调
整，使浏览和搜寻资料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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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到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海事处
今年取消以实体形式举办海上航行安全研讨
会，改为制作一套以提高海上航行安全意识
为主题的宣传及教育资料，并派发给业界参
考。有关资料包括宣传海事安全的光碟及小
册子，内容涵盖最新修订的海事法例及多个
海事安全相关课题。公众亦可从海事处网站
下载有关资料，网址如下： 
https://www.mardep.gov.hk/sc/publication/materials/publicity_mate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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