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海事通讯 第 84 期 

海事处与市民协力齐心 维持海面清洁 

 

香港的维港景色、环海自然美景闻名国际，不但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亦

是巿民消闲的好去处。当大家欣赏美不胜收的海港景色时，可会想到如何维持海

上清洁？小编数月来多次跟随海事处污染控制小组出动，亲身观察各项海上清洁

行动，深深体会到清理海上垃圾的困难，以及社会要建立保持环境清洁的文化是

何等重要！ 

 

污染控制小组的职责 

 

海事处污染控制小组主要负责香港水域内的海上清洁工作，全年无休每日派

员进行海上巡逻，检视香港水域内的海上洁净情况，积极打击海上垃圾卫生黑点。

海事处承办商除每日调派船只在全港水域清理海上漂浮垃圾外，亦向停泊在避风

塘内的本地船只以及维多利亚港、将军澳和西面碇泊处内的船舶提供免费生活垃

圾收集服务。 

 

除了以上常规清理服务外，海事处承办商的前滨清洁队亦会协助环保组织处

理他们在海岸清洁活动所收集的垃圾，又会清除在陆路难以到达的前滨地区所积

聚的海上垃圾，以维持海港清洁。 

 

污染控制小组的海上垃圾清洁承办商，每日调派 3 艘“海洁”船只和超过

40 艘外判船只清理、收集和运送海上垃圾。处方每年收集到约 2,400 吨海上垃圾

及船上生活垃圾。为了清理狭窄水道海面垃圾，船队配备 6 艘新型快艇和两艘装

有机械装置的双体船。此外，处方现正安排更换 3 艘新型“海洁”海上清理船只，

以加强收集海上垃圾的能力和效率。 

 

跨部门行动 

 

由环境及生态局领导的「海上垃圾专责小组」主要负责协调应对海上垃圾的

工作，监察香港水域和沿岸地区的清洁情况，以及统筹宣传教育项目和公众参与

活动。参与部门包括：渔农自然护理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务署、环境保护署、

食物环境卫生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海事处。 

 

为了加强应对海上垃圾的问题，海事处亦联同不同部门进行跨部门海岸清洁

行动，当中包括与不同政府部门合作，由「地区主导行动计划」提供资源进行的

避风塘大型清洁行动；以及偏远地区如沙头角近岸水域的跨部门联合清洁行动。 

 

当区民政事务处统筹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海上清洁行动，亦会向地区人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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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目的，以便有需要时联络船东安排将其船只移开，让承办商清理积聚在船

只间的海上垃圾。 

 

想方设法 清理垃圾 

 

谈到海上清洁行动的困难时，高级海事主任（港口后勤）郭嘉谦说平日大家

未必留意到，潮汐涨退和狂风暴雨都会把岸上垃圾冲到海面，有些更会沉到海床

或被冲进防波堤的石缝，所以承办商会尽力在退潮时安排设有水炮的船只将藏在

防波堤石缝中的垃圾冲出来，再由其他船只收集，然后安排人手清理剩余的细小

垃圾。 

 

就小编随海事处污染控制小组到香港仔避风塘进行大型清洁行动所见，清洁

队员从防波堤石缝间扯出一捆又一捆的渔网，当中夹杂了大量其他垃圾，如铁罐、

胶袋和绳索，又长又重。看到他们不时要利用鎅刀，甚至要把弃置渔网的一端绑

到船只上，靠船只动力才可顺利把网拖出来，渔网间藏着不少锋利的垃圾，他们

工作时都要十分小心。 

 

郭嘉谦又提到，避风塘内有很多船只停泊，有时体积不大的垃圾，如汽水罐、

胶樽会漂流到船只之间的间隙，须从间隙的一端以水炮将垃圾冲到另一端再清理。

避风塘内船只往来频繁，所以承办商会格外注意操作安全，留意船只动向，以避

免碰撞。 

 

至于偏远地区水域的海上清洁工作，原来也有另外一些难题要解决。就以沙

头角为例，其近岸水域亦有垃圾积聚的问题，惟清理行动需要跨部门合作，以及

配合潮汐涨退的时间和天气，所以每个月在日间合适清理的时间并不多。小编跟

随污染控制小组到沙头角进行海上清洁行动当日所见，在水退时很多躺于海底表

面的垃圾会露出水面，包括木板、车轮，大小体积不一，部分或会深陷在泥底，

清洁人员很多时侯要尝试利用不同方法和工具，才能成功把它们清走。 

 

公众教育 

 

根据小编综合各项清洁行动所见，捡拾的海面漂浮垃圾大部分是包装纸、纸

盒饮品、胶樽等，若市民能合力在源头方面减废，必定有助减少海上、海岸和沙

滩上的垃圾。事实上，香港超过八成的海上垃圾都是由陆上活动产生，部分垃圾

会沉入海底变为海底垃圾，所以处理海上垃圾主要仍是依赖源头控制。正如政府

改善地区计划的电视宣传短片《干净企理，香港更美》所说—「你扔，我清理，

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别再乱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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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通过市民的通力合作，保持海港清洁的工作才可以事半功倍，所

以处方人员不时向船东和市民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大家保持海港清洁。公众亦可

以浏览相关的宣传单张: 

https://www.mardep.gov.hk/en/pub_services/ocean/pdf/pcu_harbourclean.pdf 

 

小知识：海上弃置垃圾是违法行为，最高罚款 10,000 元及监禁 6 个月。处

方亦鼓励市民举报海上弃置废物和垃圾问题，可致电 24 小时热线 ( 电话：(852) 

1823) 。 

 

预防溢油 

 

保持海上清洁，除了处理海上垃圾外，清理和防控海上溢油亦相当重要。污

染控制小组全天候 24 小时待命，负责在香港水域巡查船只进行燃油补给或输油

运作，并提醒各船主要做好预防溢油的措施。他们亦会定期到油码头检查，以确

保其防油污设备状况良好。 

 

海事处每年都会联同政府多个部门举行周年海上污染事故联合演习，以测试

各部门在香港水域内发生溢油及有害和有毒物质溢漏事故时的应变能力。 

 

香港船舶注册处：携手合作 破浪同行 

 

「携手合作 破浪同行」是香港船舶注册处（注册处）新宣传短片主题。肩

负着这份使命，注册处及其区域办事处一直努力不懈地推广香港注册船舶的质素，

为船东和船公司提供优质服务。过去数月，注册处更举办和参与了连串活动，与

持份者一同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 

 

为进一步向船东和船公司推广香港船舶注册，海事处今年很荣幸请来了多位

业界知名人士参与拍摄宣传片，介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海运中心的独特优势、

注册处及其区域办事处所提供的优质服务、香港注册船队的优良质素等。注册处

除了安排在海事活动及政府总部播放外，亦把短片上载到多个网上平台，如香港

电台 32 台、香港品牌 (BrandHK)、YouTube、内地媒体以及海事处网站：

https://www.mardep.gov.hk/hk/hksr/index.html 

 

海事处特此鸣谢 Bjorn Hojgaard 先生、朱建辉先生、赵式庆先生、刘洋先生、

Martin Fruergaard 先生和 Hiroyuki Yamada 先生的鼎力支持，抽空参与宣传片的拍

摄。 

 

 

https://www.mardep.gov.hk/en/pub_services/ocean/pdf/pcu_harbourclean.pdf
https://www.mardep.gov.hk/hk/hks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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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船舶注册处的发展及大湾区衍生的物流机遇」商务研讨会 

 

2022 年 8 月 18 日，新加坡经贸办与投资推广署、海事处和香港海事仲裁协

会合办「香港船舶注册处的发展及大湾区衍生的物流机遇」商务研讨会，以庆祝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航运及物流业界

分享香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下，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所带来的航运及物流

业的机遇。研讨会以网上及实体形式同步进行，吸引逾 100 位来自不同企业和机

构的现场嘉宾和网上参加者，包括船东、船舶经理和海事服务提供商（例如海事

仲裁员和船舶经纪人），以及新加坡和东盟地区的航运和物流公司。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研讨会透过视像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政府锐意

发展高增值航运服务，包括船舶注册、船舶融资、船舶管理、海事保险、海事法

律、仲裁服务等。为让现居海外的香港注册船舶的船东享有更佳服务，香港在全

球七个城市特设香港船舶注册处的区域支持团队，其中一个于 2020 年在新加坡

设立。 

 

海事处辖下香港船舶注册处驻新加坡区域总监何启旋亦向观众阐释香港船

舶注册处为现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香港注册船舶的

船东提供的支持，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海事仲裁地的优势。 

 

 「25 年--回顾与展望--香港国际海运中心」网络研讨会 

 

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香港海运港口局推广及外务委员会联

同投资推广署于 8 月 26 日合办「25 年--回顾与展望--香港国际海运中心」网络研

讨会，邀请一众具影响力的海事协会代表，分享他们在过去 25 年使香港成为国

际海运中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如何利用国家及政府的支持在

香港发展海事业务，提升香港国际海运中心的地位。 

 

海事处助理处长／船舶事务蔡志全亦有出席网络研讨会，讲解香港船舶注册

处在巩固香港国际海运中心地位的角色。网络研讨会亦播放了香港船舶注册处制

作的宣传短片，介绍香港船舶注册处已在上海、伦敦、新加坡、悉尼、三藩巿、

多伦多和东京开展区域办事处服务，为香港注册船只的船东和管理公司提供更直

接、更快捷的支持。 

 

 海事处表彰船公司的卓越表现  

 

海事处于 11 月 8 日举办「海事处『伴你远航』颁奖典礼」，向多间船公司颁

发奖项，以表彰他们的团队在过去一年致力追求优质香港注册船舶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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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海事处今年特别向长期与香港船舶注册

处保持卓越伙伴关系的船东颁发奖项，并向 1997 年 7 月出生的香港注册海员致

送「25 岁生日快乐」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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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英文名称字母排序）： 

2021 年香港船舶注册最高总吨位船东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香港船舶注册年度新增最高总吨位船东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港口国监督检查杰出表现奖 

 中英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Fleet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 

 Maersk A/S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 

 太平洋航运（香港）有限公司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海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华光船务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长航国际海运有限公司 

 

庆回归 25 周年香港船舶注册处长期卓越伙伴奖 

 Chellaram Shipping (Hong Kong) Limited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Saga Shipholding (Norway) AS 

 太古轮船有限公司 

 万利轮船有限公司 

 华光海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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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赠「25 岁生日快乐」贺卡于 1997 年 7 月出生的香港注册海员 

 欧阳卓轩先生 

 陈祈安先生 

 范世杰先生 

 许仲星先生 

 刘进德先生 

 马浩瑄小姐 

 颜亨城先生 

 聂隽轩先生 

 

 2022 网上安全研讨会 

 

为了保持香港注册船舶的质素，海事处于 8 月举办了两场分别以普通话和英

语进行的网上安全研讨会。研讨会内容包括回顾香港注册船舶在港口国监督检查

时的表现、研究船舶滞留的案例、概述 2022 年港口国监督集中检查活动，以及

介绍香港海事处的最新政策及服务，包括为香港注册船舶所推行的一站式电子化

服务的相关事宜。来自世界各地代表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和认可组织近 300 名人

士参加了研讨会。 

 

处方并即席响应与会者的提问，以促进意见交流。研讨会的相关资料已于会

后上载至海事处网页。 

 

连结（只有英文）: https://www.mardep.gov.hk/en/faq/pdf/safety_seminar_2022.pdf 

https://www.mardep.gov.hk/en/faq/pdf/safety_seminar_2022_qa.pdf 

 

 香港注册船只推行室内蔬菜种植先导项目 

 

香港船舶注册处一直鼓励其船队从不同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善船员

在船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素。为响应国际海事组织的呼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

航运，香港注册的「新海辽轮」成功推行了室内蔬菜种植先导项目。透过人工模

拟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自动和标准化地种植植物，使植物能保持营养，让远洋

船舶工作的船员，即使在长途航线亦可每日享用新鲜蔬菜。随着该先导项目取得

成功，室内蔬菜种植已经扩展到其姊妹船。 

 

  

https://www.mardep.gov.hk/en/faq/pdf/safety_seminar_2022.pdf
https://www.mardep.gov.hk/en/faq/pdf/safety_seminar_2022_q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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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打击船只违规载客活动 

 

每逢周末，不少市民都喜爱坐船到离岛或郊外游玩，但他们未必知道本地游

乐船只必须获得海事处批准才可出租载客。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有关船只持有效

的验船证明及第三者风险保险单，并且已于船上配备合规救生和灭火器具。为协

助公众辨识违规船只载客活动，海事处今年初把已获批出租载客的船只名单上载

至海事处网页，并编制了二维码，方便巿民扫瞄后实时核对拟乘搭的游乐船只是

否在名单上。 

 

为加强巿民租用游乐船只和乘搭街渡的安全意识，海事处联同运输署和警务

处，于八月制作了一套全新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提醒巿民要保障自己，

以免身陷风险。巿民使用出租游乐船只前，须确认船只已获海事处批准出租或载

客取酬；而乘搭街渡渡轮时，须核实有关服务已获运输署批准。有关宣传短片及

声带除已经于电视电台播出外，亦有在不同政府场地播放及社交平台分享。 

 

政府制作了宣传短片，提醒巿民应租用认可游乐船只和乘搭获批准街渡渡轮， 

欢迎收看: www.isd.gov.hk/chi/tvapi/22_ms319.html 

 

为进一步打击船只违规载客活动，海事处除每日在香港各区水域巡逻执法外，

亦一直与警务处保持紧密合作，在周末和假日更会于不同水域进行特别联合行动，

打击不法行为。今年一月至十二月，海事处已进行近 180 次针对船只非法载客活

动的执法行动，当中包括「放蛇」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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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检控船东、代理人及

／或船只操作人。一旦发现船只怀疑无牌经营街渡服务，海事处会尽快将有关个

案转介运输署和警务处跟进。 

 

此外，海事处亦发信给出租游乐船只的船东，提醒他们须按法例为其船只配

备规定数目的救生衣及救生圈，并提供救生衣卷标、穿着指南及可供市民扫瞄核

对已获批准出租游乐船只名单的二维码标签供他们在船上张贴，以保障公众的海

上安全。 

 

海事处吸纳及培训人才 

 海事处暑期实习生体验航海之路 

 

每年暑假，海事处都会举办专上学生暑期实习计划，让有意投身海运业的专

上学生亲身体验助理海事主任或助理验船主任等职系的工作，以加深他们对海事

处和航运业的认识，并为其职业规划带来更多启发。今年共有八名专上学生参加

暑期实习生计划，他们在 7 月至 8 月期间被分派到海事处不同组别工作，包括船

http://www.isd.gov.hk/chi/tvapi/22_ms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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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航行监察中心、海港巡逻组、政府新建船舶组、质量管理组和训练组。8 月 31

日实习期结束当日，部门特意为他们安排分享会，让同学细诉在实习期间的工作

点滴和得益。海事处副处长(1)王世发、海事处副处长(2)陈婉雯及多位助理处长

均有出席，与同学畅谈交流。 

 

王世发副处长致欢迎辞时表示，期望暑期实习计划能为同学未来发展提供指

引。他指航海事业包罗万有，如船务、航海、仲裁、海事法律等，并勉励有志加

入航海事业的同学加倍努力，日后为香港海事行业创造更好的未来。分享会结束

前，陈婉雯副处长感谢同学精彩的分享，她希望实习计划让同学了解到海事处在

推广海事发展方面的角色，期盼有更多年轻新血加入海事处这个大家庭。 

 

徐铭研(Matthew)说：「我在海港巡逻组实习期间，有机会跟随及观察海事督

察到避风塘巡逻，打击非法系泊，使我了解到他们如何执行巡逻和检控工作。船

只航行监察中心是我另一个工作岗位，其中一项工作是协助把海事处海上事故报

告以及与行动相关的数据输入记录系统，这让我了解海事处在处理海上事故时的

角色与职能。」他指在海事处的实习经验令他获益良多，并渴望将来能够投身海

运事业。 

 

刘振安(Aaron)在海事处训练中心实习期间，主要负责指导参观者操作船舶模

拟驾驶器，让他们了解不同船只的机动性。他表示：「这些工作增长了我应用 3D

影像和海图方面的知识。此外，我很高兴能够观看海港巡逻组与消防处和水警在

油麻地避风塘进行的联合火警演练，这让我深深明白海事工作及部门间沟通的重

要性。」 

 

麦铭熙(Darren)：「在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实习期间，我的工作包括更新船舶观

察列表、处理记录档案室的文件和翻查过去 20 年政府系泊浮标数量的统计资料

等。透过这些工作，使我可以熟悉港口设施的布局、航行安全的知识，以及回顾

香港水域数十年来的变化，有助进一步了解海运行业的发展。」他又感谢海事处

同事不吝指教，与他分享工作的挑战和趣事，令他期待将来有机会加入海事处工

作。 

 

李卓熹(Matthew)：「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工作，是在海港巡逻组跟随及观察海

事处同事巡查执法和处理违法停泊的船只，这加深了我对海事处在香港水域港口

管理工作上的了解。」 

 

马肇陶(Herman)和邝颖俊(Brian)获安排到政府新建船舶组实习，除学习到船

只设计、采购、测试工序等知识外，他们又协助综合整理船只招标资料，供同事

参考。二人异口同声道：「为了协助简化新建船舶组在初步设计船只时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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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新建船舶组同事的指导下，我们利用一套简化驱动预测程序建立了相关的

excel 电子表格。在设计 excel 电子表格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能增进自己对船只推

进动力相关的知识及兴趣，而且可以学以致用，为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出一

分力，对此我们感到很鼓舞。」 

 

洪梓裕(Irvin)在质量管理组负责更新本地船只安全标准实务守则，以及协助

验船主任更新系统内的船舶防油污证书。他分享道：「除了办公室的工作外，我

亦有机会跟随验船主任为船舶进行检查，不但使我增进了不少关于船舶安全和设

备维修保养的知识，亦让我领悟到海事处对维护海港和船舶安全的职责和所付出

的努力。」 

 

除了海事主任和验船主任职系的暑期实习生计划外，海事处亦聘请了实习生

支持处方的行政工作。关丁培(Joseph)在行政部实习，协助编制港口福利事务委

员会关于海事处的年度报告和有关部门服务要求的统计汇编。他说：「更新年度

报告令我知晓海事处除了确保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在疫情期间亦竭力确保海员福

利。」 

 

今年暑假实习期间，实习生们在港口后勤组的高级海事主任带领下，参观了

葵青货柜码头、海事处训练中心及青马大桥等海事设施，使他们大开眼界。透过

这次暑期工作，同学们体会到海事处在维护香港海上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并感激

处方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助理海事主任与助理验船主任工作实习计划 

 

上期《香港海事通讯》提到，海事处自 2018 年开始聘请助理海事主任和助

理验船主任，以改善海事主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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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处方于 2022 年 1 月起安排助理海事主任

和助理验船主任陆续到各大船务机构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他们可通过工作实习

计划，为日后在海事处的专业发展建立更稳固的基础。 

 

这一期，我们请来四位于 8 月完成实习的助理海事主任和助理验船主任与我

们分享他们实习的所见所闻： 

 

助理海事主任孙颕信在华光海运控股有限公司实习。「实习的半年间，我分

别在公司的健康、安全、环境和质量管理部、营运部及其他部门工作。我不但可

充分了解到国际安全管理章程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以及船员编配政

策和海员招聘等策略，亦有机会接触到营运部的日常工作，包括执行不同租赁船

只合同和评估船只性能。此外，实习时主管亦经常与我分享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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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强调政府与行业之间密切的关系，例如现在世界船队广泛采用液化天然气，

处方适当的监管制度可确保航运活动在香港水域内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这些知

识均有助我与时并进，更新我对海事行业现况与发展的认知。」 

 

助理海事主任吴志恒在金山轮船国际有限公司实习。「实习期间因受到疫情

影响而有时须在家工作，但有幸得到主管和同事主动提供指导，让原本只有散货

船航海经验的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油轮作业的知识，并熟习当前油轮市场及

相关行业的动态。此外，我亦见识到船东和第三方管理公司在日常营运中的角色

和责任，尤其是处理租赁船只合同的要求以及在港口国监督和船舶检查报告计划

下的安全规定。实习经验拓展了我的专业知识，实在获益良多！」  

 

助理验船主任黄国健和黄炜明一同到中国船级社实习。实习初期，他们首先

前往上海听取船级检验员分享船舶等级规定的发展，以及审图的工作流程和推动

绿色航运等经验与心得。其后，二人去到中国船级社江苏分部，以熟悉船舶的认

证流程，并了解到中国船级社规定的认证列表。 

 

黄国健表示：「透过实习计划，我不但认识到验船组织的管理、组织系统以

及新建船舶的整个计划审批工作流程，亦了解到获特许检验船只的机构在进行法

定认证和服务的流程，扩阔了我对船舶绘图和审批的思维。当中最宝贵的经历是

到船厂工作，让我见识到造船的整个流程和现代造船厂的质量控制系统，有助我

在海事处的验船工作与发展。」 

 

黄炜明说：「虽然实习初期上海受疫情影响而实施人员进出限制措施，但有

赖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上海区域办事处和中国船级社帮助，使我们的实习得以

顺利进行。透过在中国船级社不同部门的实习，我深入了解中国船级社规定的认

证列表涵盖范畴，包括所有船舶的设备、机械装置、引擎、设计、类型、运作等，

让我由船只的设计和建造方面全方位掌握新船建造严谨的审批程序和认证过程，

真的大开眼界！」 

 

两位助理海事主任和两位助理验船主任亦藉此机会，衷心感谢各船务机构的

支持和帮助。在下一期的《香港海事通讯》，小编会继续邀请有份参与工作实习

计划的助理验船主任与我们分享他们实习的经历。 

 

 助理海事主任理大分享讲座 

 

为推广远洋航海相关的多元化专业发展，助理海事主任卓嘉豪和吴志恒于 9

月 20 日到访香港理工大学。他们透过本身的亲身经历，与修读国际航运及物流

管理(荣誉)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享自己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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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两位助理海事主任联同运输及物流局总助理秘书长陈嘉

敏女士一起与学生交流互动，以增进学生对香港海运业的认识，让他们得以了解

成为海员的所需条件。作为香港首位女性考获远洋轮船船长资格，陈女士亦分享

了自己从事航海工作的苦与乐，并鼓励有兴趣的同学，不论性别，均可投身行业

成为海事专才。 

 

 海事处参与星岛新闻集团《求职广场》招聘展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海事行业，海事处于 10 月 19 日参加了星岛新闻集团

《求职广场》举办的招聘展。助理海事主任刘灏蒙及助理验船主任何恩光代表本

处担任是次招聘展的主讲嘉宾，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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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海运周 2022」 

 

由香港海运港口局主办的「香港海运周 2022」已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圆满举行。为期七日的海运周包括论坛、研讨会、庆典活动、参观、展览等四

十多项精彩活动，涵盖多个范畴，如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仲裁、海

事科技及数码化、港口物流、船舶管理、海运业培训及就业、环保船业及减碳以

及船务及海事服务等。多姿多采的「香港海运周 2022」不但汇聚海运业各界人

士，提供平台供他们展示实力，更让社会大众了解海运和港口业为香港带来的经

济贡献。 

 

海事处亦配合海运周主办了参观政府船坞、海事处海道测量部、辅航设备及

系泡小组和青洲灯塔的活动。处方希望上述活动能让参观者了解海事处的职能，

并加深年轻人对海事相关行业的认识，吸引他们加入海事行业。 

 

海运周举行期间，运输及物流局总助理秘书长 ( 运输 ) 陈嘉敏女士亦于

「探索海事服务业的岸上职业」的网上研讨会发言，分享自己在海事处的工作经

验以及向在线者介绍本处不同职系的职责、入职要求和发展前景，包括海事主任

和验船主任职系，并鼓励他们日后加入海事处。 

 

回顾活动，欢迎浏览 www.hkmw.hk！ 

 

海事处处长嘉许海上英勇救人行为 

 

海事处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香港大会堂举办海上英勇救人奖状颁授仪



  香港海事通讯 第 84 期 

式，嘉许在香港水域奋不顾身拯救他人的热心人士。今年获嘉许者共有 45 人，

当中有 38 位获嘉许者出席颁授仪式。颁授仪式上，海事处处长袁小惠向获嘉许

者颁授嘉许奖状，获嘉许者包括警务处人员、海事处人员和公众人士。 

 

袁小惠处长致辞时表示，若各获嘉许者当日在危急关头没有伸出援手，相信

不少遇险者已失去宝贵生命。她说：「我在此衷心代表海事处向各位见义勇为、

临危不惧的获嘉许者致以深挚的感谢，并对各位奋不顾身的英勇救人行为致以崇

高的敬意。」 

 

部门快讯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到访海事处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副局长廖振新及副秘书长（5）林雅雯于 8 月 29

日造访海事处，与管理层和各职系同事会面，以了解部门的最新工作情况和所面

对的挑战。他们参观了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政府船坞、海事

处训练中心等，并听取同事介绍海上救援服务的部署、部门验船及采购船只的工

作、培训海事人员的情况等。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到访海事处 

 

今年 11 月 4 日，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主席刘吴惠兰女士率领委员会成员访问

海事处，亲身了解部门的工作，并与同事会面。他们首先会晤了海事处处长袁小

惠和首长级人员，讨论海事处部门发展与人员聘任的相关事宜。 

 

随后，他们前往位于港澳码头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和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藉

此认识同事在航行监管和海上搜救方面的工作。他们又乘坐海事处船只「天后号」

前往政府船坞，参观了海事处训练中心以及船坞工场，以加深对前线同事工作的

了解。 

 

以色列领事礼节性拜访海事处 

 

以色列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蓝天铭和以色列驻香港及澳门商务领事 Einav 

Nixon 于 11 月 30 日到海事处进行礼节性拜访，与海事处处长袁小惠和海事处助

理处长/船舶事务蔡志全会面。 

 

海事处义工队 

 

海事处一直致力提供卓越海事服务，本处同事对服务巿民的热忱，并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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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上，亦透过积极参与义工服务，贡献社会。 

 

今年 8 月和 12 月，海事处义工队便分别参加了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环

境保护署（「环保署」）举办的义工活动。 

 

海事处进行强制检测公告执法行动 

 

作为政府抗疫团队的一员，海事处积极调动人手走上前线，参与抗疫工作。

今年 9 月及 11 月，在王世发副处长、史强和罗立强两位助理处长带领下，海事

处联同警方和卫生署，在两幢先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大厦进行执法行动。 

 

史强先生在两次行动均有参与统筹策划，他表示:「两次行动得以顺利完成，

全赖海事处各组同事协同配合，快速和有效率地查核受检人士的检测证明，以尽

量减低对居民的不便为目标。我们亦非常感谢团队中当区警区和卫生署代表的支

持，以及居民的谅解和配合。」 

 

海事处人员获颁授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 

 

今年有数百名人士获颁授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以嘉勉他们在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及相关工作方面的贡献，当中包括海事处前助理处长／策划及海

事服务陈卓生和高级海事主任／质素保证及发展江贵福。 

 

海事处处长袁小惠恭贺两位获奖同事，并感谢海事处同事一直同心协力，竭

尽所能肩负不同抗疫任务。 

 

维港泳 

 

由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主办的「新世界维港泳」于 2022 年 10 月 23 日举行，

今届赛事共有 1,203 名泳手由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出发，终点为尖沙咀星光

大道。 

 

维港是非常繁忙的海港，为保障泳手安全和确保活动能顺利地进行，海事处

除在筹办过程中提供意见外，在比赛当日亦派出多艘巡逻船指挥现场的海上交通，

防止船只进入赛道范围。赛事举行期间，处方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密切监控在该

水域的远洋轮船和内河船只，并透过甚高频频道广播安全讯息提醒船只；而海上

救援协调中心则随时候命，以应对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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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货物装卸区启用 48 周年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暨公众货物装卸区(装卸区)启用 48 周年，一众

装卸区同业于 8 月 27 日在中环渡轮码头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暨公众

货物装卸区启用 48 周年图片展览活动」。 

 

展览活动展出装卸区有纪念性的相片，展示装卸员工、船员、起重机操作员、

讯号员、理货员等不同工种人员在装卸区的角色和工作情况，希望透过活动鼓励

更多年轻人或有志人士加入本地物流和航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