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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  风雨不改 时刻紧守岗位 
 

台风袭港期间，多数人都不用上班，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协调中心）的

同事却风雨不改，不分昼夜紧守岗位，随时为求救的船舶或海上遇险者协调搜救

工作。协调中心全年无休，每日 24 小时运作，到底搜救工作是如何协调的呢？

今期《香港海事通讯》请来高级海事主任／搜索及救援廖干文（廖 Sir）带大家

深入了解协调中心的运作。 
 

廖 Sir：协调中心无论任何时间都有一位曾接受严格搜救协调训练的海事主

任职系同事担任当值主管，一位一级海事督察充当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GMDSS)操作员，并由一位二级海事督察协助当值。每当台风袭港，我们必定严

阵以待，并会额外多派一位海事督察值勤，因为在恶劣天气下，有机会同时发生

多宗海上事故。还记得 2017 年 8 月 23 日超级台风「天鸽」吹袭珠江口期间，协

调中心短时间内先后收到17艘船只发出的遇险讯号，超过100名船员需要协助。

协调中心亦应广东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要求提供协助，成功协调相关单位为 6 艘遇

险船只救起共 50 名船员。 
 

小编：可以介绍协调中心的设备及日常工作吗？ 
 
廖 Sir：协调中心设置了不同的系统，以监测船舶发出的遇险信号，并作通

讯之用。我们的全球海上遇险以及安全系统，包括设于毕拉山、太平山山顶、鹤

咀等地点的天线及无线电通讯电台，用于接收由船舶所发出的遇险讯号。 
 

岸基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除配备了能够于中频、高频和甚高频运作的收

发器，用以接收数码呼叫遇险讯号，亦备有全球卫星搜救系统供接收紧急示位无

线电浮标（EPIRB）的遇险讯号。中心亦设有其他通讯软硬件，包括可利用国际

海事卫星 (INMARSAT) 的安全网络 (SafetyNET) 向特定区域内的船只作强化群

呼 (Enhanced Group Call)。 
 

接受过相关训练的一级海事督察利用上述系统，负责监测各类遇险信号。一

旦接收到遇险信号，值班人员会立即查究船舶遇险的真确性。若证实船只遇险，

当值人员便会实时协调救援工作，包括派遣搜救单位，向区域内的船只作强化群

呼要求提供协助等。 
 

此外，协调中心会咨询卫生署港口卫生科的医生，为船员提供医疗建议。如

有需要，会安排将患病或受伤的船员撤离船舶，送往陆上医院救治。 
 

小编：若海上事故在香港水域外发生，搜救协调工作跟香港水域内发生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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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吗？ 
 

廖 Sir：如果搜救事件在香港水域内发生，协调中心会要求水警、政府飞行

服务队、消防处及海事处调派资源以执行搜救行动。 
 

若搜救事件在香港水域外发生，协调中心则要依靠遇事船只附近的其他船只，

以及政府飞行服务队帮助。协调中心亦会考虑要求其他搜救中心协助，包括内地、

菲律宾、越南等。因此，协调中心与邻近的搜救中心一直保持良好工作联系，合

作无间。 
 

今年7月，一艘内地工程船在香港西南面约160海里的内地水域遇上台风「暹

芭」吹袭，并要求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协调中心接到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通知后，

随即协调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进行搜救工作，成功救起其中 3 名船员。 
 

小编：除了协调海上搜救工作，中心还有其他职能吗？ 
 

廖 Sir：协调中心亦会协助处理香港注册船舶在海外的保安事宜，例如香港

旗船在海外水域遇到海盗，中心会通知当地救援协调中心提供协助。 
 

若香港水域内发生船舶碰撞、油污、货物堕海等海上事故，协调中心均会协

调处理。 
 

小编：协调中心真的是任重道远！ 
 
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档案 
▶中心于 1989 年正式成立，隶属海事处港口管理科。 
 
▶ 中心负责统筹北纬 10 度以北和东经 120 度以西南中国海水域范围内的一切海

上搜救工作，涉及范围约 45 万平方海里。 
 
▶根据保安局通告第 2/2017 号《海空搜索及救援(搜救) 应变计划》，香港海上救

援协调中心负责统筹可用的政府搜救资源去进行海上搜救任务，以及按《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条文协调航经附近船只提供协助。 
 
▶2010 年，香港海事处与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签订了《粤港海上搜救合作安排》，

指明香港和广东省的救援协调中心可请求对方协助进行搜救行动。 
 

 



  香港海事通讯 第 83 期 

获准出租或载客取酬的游乐船只名单  已上载至海事处网页 
 

炎炎夏日，不少巿民都喜欢租船出海，亦会坐船到离岛或郊外游玩。为保障

大众的海上安全，海事处提醒巿民，必须租用已获海事处批准出租或载客以收取

报酬的游乐船只。 
 

巿民可参考已上载于海事处网页的获准出租取酬的本地游乐船只名单

（www.mardep.gov.hk/e_files/en/pub_services/LIST_CLASS_IV_LET_FOR_HIRE.pdf）。
处方更特别编制了左图所示的二维码，印于相关宣传品上，巿民只需以手机扫描

该二维码，便可查核相关本地游乐船只是否已获海事处批准出租或载客取酬。 
 

海事处强调，巿民切勿低估乘搭未经海事处批准载客取酬的游乐船只的风险，

因为该些船只可能没有购买适当的保险，或没有依照法例规定验船和备有合适和

足够救生及灭火设备。根据《商船(本地船只)(证明书及牌照事宜)规例》，本地游

乐船只不得出租以收取租金或报酬，除非该船只已获海事处处长的批注，并持有

有效的检查证明书或验船证明书、第三者风险保险单、运作牌照，以及书面租船

或租购协议。 
 

事实上，海事处除了每日在香港水域巡逻执法外，亦一直与水警保持紧密合

作，不时在西贡、大埔、大澳、黄石码头、香港仔等黑点进行联合行动，打击不

法行为，包括非法载客、超速、超载、违反牌照条件及相关海事法例。海事处如

发现船只没有相关牌照，或未获海事处处长批准而出租或提供载客服务以收取报

酬，会检控船东、代理人及／或船只操作人。 
 
港深签署大鹏湾水域引航合作框架协议 
 

海事处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签署了《关于大鹏湾水域引

航合作的框架协议》，双方就引航范围、调度、收费标准等达成共识。该协议于

6 月 1 日生效，为期 3 年。 
 

港深双方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符合两地法律的同时，创新港口服务合作

模式。根据框架协议，航经大鹏湾水域进出深圳港、且按照港深两地法律规定均

须强制引航的船舶，将由一名香港或深圳合资格的引航员提供全程引航服务，并

向引航船舶进行一次收费。 
 

港深两地的引航合作有利于提高大鹏湾水域船舶的航行安全，增加进出深圳

东部港区的通航效率，减少航运和港口企业的营运成本，从而优化粤港澳大湾区

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大湾区港口及引航服务领域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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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职业博览 2022 推广海事行业 
 

「教育及职业博览 2022」今年 7 月 21 至 24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海事处与香港海运港口局在博览会中亦设立了摊位，推广香港的航运业，以加深

年轻人对海事行业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加入海事相关行业和开拓专业出路。 
 

海事处不同专业职系，包括海事主任、验船主任、助理海事监督和二级海事

督察，均有派代表在场内摊位向参观者介绍各岗位的入职要求、职责和发展前景。 
 

摊位内设有全功能船舶模拟器，参观者可以在海事处人员指导下，一尝在香

港水域掌舵的乐趣，并从中领略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二十五周年，海事处同时在摊位内派发特制的纪念品，

让年轻人为职业生涯规划作好准备的同时，感受回归的欢乐气氛。 
 
海事处上下一心 继续全力抗疫 
 

为应对第五波疫情，特区政府上下同心全力以抗疫为首要任务，海事处亦不

遗余力投入各项抗疫工作。 
 
 支持个案追踪办 掌握疫情防反弹 
 

在今年 3 月至 5 月期间，海事处二十多名文书及秘书职系同事被借调到个案

追踪办公室（追踪办），为确诊市民提供热线支持，包括协助快速测试阳性确诊

者于相关申报系统申报结果、转介紧急求助个案，以及回复确诊人士的查询。 
 

同事们亦透过电邮和热线，支持未能及时透过申报系统登记结果的确诊市民，

以及协助康复人士取得「康复纪录二维码」，便利他们使用「疫苗通行证」。 
 
船队行动组文书主任林惠龄在追踪办担任组长，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并向同

事传达指挥团队每日的工作指示及流程。林惠龄表示，追踪办的工作会配合疫情

灵活调动，因此她每日都要与组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以期尽快为求助的市民提供

适切的帮助。 
 
香港仔海事分处助理文书主任黄家钰为追踪办的副组长，除了日常行政工作

外，她亦负责回复市民的来电，为他们补发康复纪录二维码或隔离证明等。她说：

「虽然繁忙的工作有时令我应接不暇，有时甚至感到力有不逮，但有赖同事们互

相扶持，故此能排除万难。每次当我成功为市民解决问题时，都会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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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建船舶助理文书主任陈乐陶主要负责联络确诊者及处理市民的查询

电邮，为市民解决有关快速测试的疑难。她提到追踪办的工作与海事处的工作性

质大相径庭，而且每个个案的处理方法都不同，甚具挑战性。她明白政府的抗疫

人手不足，因此能够在前线帮助市民觉得很有满足感。 
 
 内地物资经水路供港 
 

为保障内地供港物资供应稳定，由内地到香港的「海上快线」水路运输服务

已于 2 月中开通。海事处积极配合内地物资经水路供港的工作，其中货物装卸组

全力协助有关方面把物资运送到公众货物装卸区；而牌照及关务组亦加快向负责

运送方舱医院和小区隔离设施预制组件的货船批出许可证，方便相关货船顺利进

入个别避风塘内的公众货物装卸区卸货。 
 

海事处同事会继续全力协助水路运送物资，齐心参与抗疫工作。 
 
 包装「防疫服务包」 团结抗疫最可靠 
 

为配合特区政府发起的「众志成城 团结抗疫」行动，海事处动员四十名同

事，于今年 3 月底联同前运输及房屋局及其辖下各部门的人员，在康城小区会堂

包装中心参与防疫服务包的包装工作。众人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最终在两日

内提前完成工作。有关服务包已于 4 月初派发。 
 

行政组行政主任邓颖妍负责事前的统筹及行政工作，她除了联络海事处同事

并为各人编派组别外，亦协助统筹包装中心工作的流程及分工。对于能够与海事

处同事齐心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她感到十分鼓舞。 
 

助理验船主任胡萃丰为包装团队的其中一位队长，他深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在工作安排上力求同事之间可随时互补，令工作得以有效完成。他表示，包

装工作令他有机会与素未谋面的同事合作，一起为抗疫出力。 
 

助理验船主任杨德明为团队的另一位队长，主要负责包装工作及点算物资。

他形容当日的工作安排井井有条，同事们同心协力，事半功倍，更提早完成了任

务。令他最难忘的，是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及海事处处长袁小惠到场为同事

打气，更亲力亲为与他们一起进行包装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总动员抗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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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海事主任工作实习计划 
 

海事处自 2018 年开始聘请助理海事主任及助理验船主任，以解决海事主任

及验船主任职系人手短缺的问题。为了让他们累积实际工作经验和掌握所需的相

关专业知识，处方作出安排，由 2022 年 1 月起让助理海事主任及助理验船主任

陆续到各大船务机构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透过工作实习计划，他们不但能更熟

知国际和地方的海事公约、法例和指引等，更可趁机会学习船舶代理、海事保险、

船舶/货物操作和管理等相关知识，为日后在海事处的专业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

础。 
 

刚于 7 月完成实习的助理海事主任与我们有以下分享： 
 

助理海事主任黄浩君在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实习。“过去半年，我曾分别

在六个不同部门工作，学习到大型企业的工作模式、分工及管理，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经验是在质量、健康及安全部门的工作。以往听到质量管理只会联想到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规定，但对此的实际认识却不深，这次实习让我见识到质量、健

康及安全部如何将 ISO 的规定应用到公司的环境管理及政策等硬件及软件配套

措施上。此外，公司会深入调查每一宗意外，并就所有潜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推动海运行业朝高质量发展，令我大开眼界！” 
 

助理海事主任林耀佳在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实习。“虽然实习期间受疫情

关系而需要在家工作，但公司有完善的网上平台，让同事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

透过实习，我深入了解如何处理防护与补偿保险索偿、如何规划船舶航程以及准

备货物配载计划等。实习的经验不但扩阔了我的思维，亦更新了我对海事行业情

况及发展的认知。” 
 

助理海事主任刘灏蒙在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实习。“实习期间，我有机

会到业务发展与策划部、技术和运营部及海事保险等六个不同部门工作，不但接

触到很多海事专业人士，更让我从业务发展到技术管理方面全方位了解船舶管理

的知识，以及最新的海事业务发展，实在获益匪浅。” 
 

在未来的《香港海事通讯》，小编会继续邀请有份参与工作实习计划的助理

海事主任和助理验船主任为我们分享他们实习的所见所闻，万勿错过！ 
 
部门快讯 
海事处参加明报 Jump 教育及招聘博览 2022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海事行业，海事处于 7 月 16 日参加了明报「Jump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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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招聘博览 2022」。两名助理海事主任及两名助理验船主任在海事处摊位向参

观者介绍本处的职能及各专业职系的职责，以加深年轻人对海事相关行业的认识，

并鼓励他们投身海运业和在日后加入海事处。 
 
水上活动安全研讨会 
 

因受到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海事处今年取消了原定五月举办的「水

上活动安全研讨会」，改为制作一套以提高水上活动安全意识为主题的宣传及教

育数据，派发给业界参考。有关资料套装包括宣传海上活动安全的光盘及相关小

册子，内容涵盖公众租用第 IV类别游乐船只的注意事项及不同的海事安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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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ublication/materials/publicity_material.html 
 
避风塘清洁行动 
 

为加强海港清洁，除了收集和清理海上漂浮垃圾等日常工作外，海事处于

2022 年 4 月及 5 月分别在香港仔避风塘及筲箕湾避风塘进行大型清洁行动。处

方人员同时亦在场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保持海港清洁。 
 
《大航海 101》 
 

由运输及物流局委托制作，时任运输及房屋局总助理秘书长 ( 运输 ) 罗立

强协助撰写内容的《大航海 101》已经出版。这本读物透过有趣的短篇故事和生

动的插画，深入浅出地介绍航海的奥秘，引领小朋友认识和了解航海工作和相关

专业。 
 

如欲阅读《大航海 101》，欢迎浏览香港阅读城网站：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reading/ereaders/read/25382 
 

https://www.mardep.gov.hk/hk/publication/materials/publicity_material.html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reading/ereaders/read/25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