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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 保安局 康文署 運輸署 路政署

運署月底拍賣280車牌
運輸署將於本月29日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L4樓S421會議室，舉行傳統車輛登記
號碼拍賣會，公開拍賣280個車輛登記號
碼，名單已刊登於運輸署網頁：www.td.gov.
hk。申請人若已繳交1,000元按金預留登記
號碼以待拍賣，仍須出席拍賣會，並須參與
競投（包括競投第一口價，底價 1,000
元），否則預留登記號碼可能會以底價售予
另一競投人士。其他拍賣詳情，可從運輸署
網頁下載，並參閱「車輛登記號碼拍賣重要
事項須知」。

■記者 聶曉輝

粵港澳三地考古於過
去 30 年發展蓬勃，對
三地考古有興趣的讀
者，可即日起至9月1

日，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嶺南印
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這是歷來
最大規模以粵港澳三地考古文物為主
題的展覽，參展單位逾30個，文物精
品超過700件組，全面展示三地自古
以來緊密的文化聯繫。同時，展覽介
紹過去數十年來，三地考古技術的進
步與公眾考古發展。

展覽由廣東省文化廳、香港民政
事務局及澳門文化局聯合主辦，並

由廣東省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
及澳門博物館聯合籌辦。

曾德成：馬灣考古發現佔一席位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日前在開

幕禮上致辭時表示，粵港澳三地考
古於過去30年發展蓬勃，其中9個
發掘項目更被國家文物局評選為當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成績斐
然。當中，1997年於香港馬灣的考
古發現佔一席位。

從出土文物得知，嶺南地區歷史與
文化超過10萬年，是次展覽探討粵、
港、澳三地從舊石器時期至明代的歷

史及文化發展，重點展品包括三地出
土的新石器時期精美陶器與石器；廣
州南越國及南漢時期宮殿與帝陵出土
的建築構件及隨葬器物；從陽江「南
海一號」及汕頭「南澳一號」兩艘沉
船打撈出水的宋明外銷瓷器；澳門聖
保祿學院（大三巴）遺址出土的明代
青花瓷器等。

8月中辦研討會
為配合展覽，香港歷史博物館將

於8月16日及17日舉行國際學術研
討會。20 名來自內地、香港、澳
門、英國及新西蘭的專家學者，將
分享史前至宋明時代嶺南地區歷
史、考古技術與考古遺址保護及近
年考古新發現。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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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博物館展粵港澳考古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近年積極
推動綠化，2000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最佳園林
大獎－私人物業」。今年頒獎典禮日前舉行，共12
項私人物業憑傑出園景設計與優質園藝保養，奪得
最佳園林大獎金獎。康文署署長馮程淑儀、香港園
藝學會贊助人鍾逸傑等頒獎。同時，大會頒發36項
優異獎，嘉許在綠化工作表現出色的機構，藉此提
高市民的綠化意識。
「2014最佳園林大獎─私人物業」由康文署主
辦、民政事務總署與多個團體協辦。本屆大會徵詢
專業團體及機構意見後，把以往「園景設計」及
「園藝保養」兩組別項目綜合評審以及「樓齡十年
或以下」參賽組別，拆分為「樓齡五年或以下」及
「樓齡介乎六年至十年」兩組，讓樓齡相若的物業
競逐獎項。

園景層次分明 園藝保養周詳
大會今年共接獲190份參選提名，評判委員會成
員包括來自主辦及協辦機構的代表、園藝專家及環
保機構代表。對於園景設計而言，得獎項目視覺效
果豐富，層次分明，充分顯示相關專業人士為物業
注入的綠化元素。除了顧及外觀美感外，亦考慮到
可持續發展、改善城市居住環境等因素。園藝保養
方面，物業管理公司及保養專才制定周詳園藝計
劃，悉心護理物業綠化用地，為住客或使用者營造
舒適環境。
得獎物業名單可瀏覽康文署網頁：www.lcsd.gov.
hk/green/property_2014/b5/index.php。所有得獎
物業圖片，亦會於本月13日至29日在九龍公園拱廊
展出，市民可免費參觀。

鄧國威讚路署人貨路路暢通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早前到訪
路政署，了解部門工作，並與該署人
員會面。鄧國威在公務員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黃鴻超陪同下，首先與路政署

署長劉家強及首長級人員會面。他得悉署方致力提
供富有效率的道路及鐵路網，並負責香港公共道路
系統工程建造和保養，讓乘客及貨運暢通無阻。

緊急應變中心 統籌道路維修
他先到訪緊急應變中心，聽取署方人員介紹中心

運作。緊急應變中心會因應惡劣天氣或特定情況而
啟動，以統籌所需緊急道路維修工作，盡快回復及
維持道路良好狀況。現時路政署擬備《緊急事故手
冊》和培訓資料，供相關人員參考，並不時為他們
安排講座，確保所有相關人員熟知與緊急事故有關
的職責與程序。
隨後，他觀看署方測量人員示範使用「移動道路
測量系統」技術，包括以「三維地理坐標參考影
像」及輔助測量方法，採集所有由路政署負責維修
道路設施數據，協助制定維修工作。他又到訪主要
工程管理處，聽取部門人員匯報中環灣仔繞道工程
最新進展。中環灣仔繞道工程主幹道預計於2017年
通車，屆時可紓緩現時干諾道中至告士打道走廊擠
塞情況，以及應付未來交通需求。
行程結束前，鄧國威與該署不同職系員工代表茶
敘，對相關事宜交流意見。他讚賞同事努力，鼓勵
他們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質、高效及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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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國威和黃鴻超到訪主要工程管理處，聽取部門
人員匯報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最新進展。

康文署園林大獎
12私人物業奪金

黎棟國訪澳紐介紹港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昨晚離港，訪問新西蘭和澳洲一星期。他將與新西
蘭和澳洲高級官員會晤，介紹本港最新發展，特別
是治安情況。他們並會就雙方共同關注的事宜交換
意見。
黎棟國今明兩日在威靈頓訪問期間，將到訪新西
蘭移民部、民防部和商業、創新及就業部，亦會參
觀國家危機管理中心。
他隨後會轉往坎培拉和墨爾本，於18日至20日期
間，與當地高級官員會面，包括移民及邊境保衛
部、澳洲勞動力和生產力調查局、澳洲海關及邊境
保護局、工業部、維多利亞省衛生部，以及移民和
難民覆檢審裁處。
黎棟國將於本月21日返抵本港。

■大型住宅物業組（樓齡五年或以下）金獎︰御龍山。

不知事主性情 出勤注意安危
社會上不同層面的人都有可能需要別

人協助，故社工服務對象涵蓋面很廣，
如長者、小童、邊青、新來港人士、病
人等。黎寶儀指出，保護兒童及家庭服

務課服務個案，不時涉及暴力行為，故會盡量相約事
主到社署面談，社工出勤時必須注意自身安危。
她指出，新接收個案一般會盡量約對方到社署見

面，「因為不知道對方性情，在社署會面較合適，亦
更能保障社工安全。」
她指部分個案男事主不肯來社署面談，只肯相約在

家中見面，社工必須高度警惕，要讓同事知道去甚麼

地方、見甚麼人外，亦要用電話報平安，「社工如果
要家訪，亦會盡量約事主到他家門口，甚至樓下公園
傾談。」

曾遇緊急個案 出動3社工家訪
黎寶儀表示，曾試過有緊急個案，需要出動3名社工

一同家訪。男戶主突然衝出來，幸最終沒發生意外，
「社工處理這些個案時會根據守則而行，有時無法處
理，需要報警。」
談及逾20年社工經驗，黎寶儀坦言，接觸到很多不

同的人，眼界擴闊了，最重要是能協助案主。她於

1993年駐守屯門醫院，接觸不少氣促及中風的長者，
因為對醫務知識一知半解，只有「邊學邊做」。

難忘「想死婆婆」終肯開刀
「其中一個印象深刻的個案，是一名九旬婆婆心臟

有事，醫生建議她安裝心臟起搏器。家人對她十分
好，給予無限支持，但婆婆卻覺得自己是負累，更想
尋死。」中國人傳統觀念不想開刀，亦不希望花那麼
多錢，故該名婆婆便「鑽牛角尖」。不過，婆婆最終
決定接受手術，令黎寶儀十分高興。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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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一宗天水圍倫常慘案發生
後，家庭暴力問題備受社會關注。

近年社署積極宣揚家暴「零容忍」訊
息，更以「贏咗場交，輸咗個家，值得
咩？」口號，讓公眾反思。目前隸屬有
「重案組」之稱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
課（觀塘區）的黎寶儀指出，近年社會
對家暴意識有所提高，更多人敢於求
助。

警轉介虐偶 校轉介虐兒
她說，現時處理個案大部分為轉介個

案，主要來自警方與學校，「如果是一
宗虐偶個案，可能本身已報警，再透過
轉介機制到來；虐兒個案轉介多來自學
校方面。」她舉例指，例如有老師發現
學生身上有傷痕，便會透過電話諮詢社
署。

一個案平均處理最少9個月
黎寶儀指出，部分虐兒個案的小孩傷

得十分嚴重，報警是其中一個處理手
法，「我們亦會就個案召開多部門專業

會議，最重要是想幫到那個家庭，避免
將來再發生同類個案。」她又指，部分
個案本身可能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
進，「虐兒」成立後再由重案組跟進。
此外，社署設立的熱線，不時接獲求助
個案，值班同事盡可能即時處理。現時
平均每名社工手頭上約有30宗個案，平
均每宗個案處理時間約9個月至1年。

觀塘重災 虐兒虐偶比例高
根據社署資料顯示，2012年全年共有

894宗新增虐兒個案，虐待配偶或同居情
侶個案則有2,734宗，去年分別升至963
宗及3,836宗。黎寶儀表示，觀塘區屬
「重災區」，單是今年首季，已分別有
24宗新增虐兒個案及94宗虐偶或同居情
侶個案，分別佔全港比例 10.4%及
8.5%。她指出，社署會特別在「重災
區」經常舉辦一些小組，期望提高市民
大眾對家暴的意識。

社工不偏袒 盼夫婦和好
提到家暴個案，黎寶儀指，部分虐兒

個案打得好利害，背後多數都是因為緊
張小朋友，但處理方法有誤，最重要是
及早識別虐兒個案，不要讓問題惡化下
去。至於虐偶個案，黎寶儀認為，如果
被虐女性不作聲，問題會升級，「施虐
者其實亦感到壓力，有負面情緒，如果
有機會讓他向別人分享，可有助他紓
壓。」她認為，縱然女人幾錯都好，都
不應施暴，又強調社工不會偏袒任何一
方，「社工會處於一個中立位置，出發
點亦是希望夫婦二人和好如初，不希望
拆散家庭。」
近年家暴求助個案有上升趨勢，黎

寶儀相信，與社會對家暴的宣傳及預
防工作較前為多，以及更多人正視相
關問題，肯主動諮詢、求助有關。她
又指，社工跟進個案，包括危機介
入，「當見到該些家庭有轉變，亦感
到十分開心。」她指有些事主個性很
強，相信自食其力，不想別人幫助，
社工概念則是「help people to help
themself（助人自助），「因為幫人是
幫唔到一世的。」

社署盼家和非拆散頭家 宣傳見效家暴苦主敢於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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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常慘案，一宗也嫌多。香港社會福利署轄下保護兒童及家庭服務課，專門負責處理虐

兒、虐待配偶、同居情侶、性暴力等個案。在社署工作已踏入第二十一個年頭的社會工作主

任黎寶儀認為，最重要是及早識別家暴個案，令問題不至於進一步惡化，「我們的出發點是

希望家庭和睦，不想拆散家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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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重案組」採「多專業模式」
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

務課素有「重案組」之
稱，處理虐待兒童、配偶
或同居情侶個案，均採用

「多專業模式」。對虐待兒童個案而
言，社工、醫生、臨床心理學家、教師
等人士，會出席多專業個案會議，討論
個案性質，並釐定福利計劃，以幫助該
兒童及家庭。

或夥警錄影口供 減童創傷
此外，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工、

臨床心理學家亦會聯同警方虐兒案件調
查組警員，對某些個案成立保護兒童特
別調查組，透過錄影會面，為部分遭受
虐待兒童錄取口供，以減輕他們在調查
過程中受到的心靈創傷。為預防家庭暴
力及虐待兒童問題，該課又會推行社區

教育，以提高市民對這問題的關注。
「重案組」主要透過外展、調查、早

期介入、法律保護、個案及小組服務，
為受虐配偶、同居情侶及兒童、施虐者
及他們的家人提供服務。社工又會為有
需要的家庭安排支援服務，包括臨床心
理服務、幼兒服務、兒童住宿照顧服
務、受虐婦女住宿服務、家務指導服務
等。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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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早年宣傳單張。 資料圖片

■■黎寶儀認為黎寶儀認為，，最重要是及早識別家暴個案最重要是及早識別家暴個案，，
令問題不至於進一步惡化令問題不至於進一步惡化。。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