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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於9月展開新一輪招聘工作，
招募政務主任（AO）、二級行政主任、
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二級助理貿易
主任等職位，預計空缺近200個。上述
職位的申請者，必須具備綜合招聘考試
兩張語文試卷（中文運用及英文運用）
「二級」或同等成績，以及能力傾向測
試「合格」成績，才符合入職條件。

綜合招聘試10月在港舉行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測試，計劃於

10月4日及11日在香港舉行。考生若參
加在香港舉行的考試，須於8月1日至14
日下午5時前提交申請。為方便在香港
以外地區升學或居住的考生，上述考試
亦會於12月6日在北京及6個海外城市
（即倫敦、三藩市、紐約、多倫多、溫
哥華及悉尼）舉行。考生提交申請的日
期為香港時間9月 16日至 29日下午5
時。

可選京港或6海外城市應考
有意在2014至2015年度招聘申請上述
職位的人士，如尚未具備所需的綜合招
聘考試成績或同等成績，或希望應考基
本法測試，則必須在申請期內報考綜合
招聘考試及／或基本法測試。投考政務
主任、二級行政主任、二級助理勞工事
務主任及二級助理貿易主任職位的申請
人，將不會自動獲邀參加綜合招聘考試
及基本法測試。所有申請人只能選擇在
香港或香港以外城市（即北京及6個海
外城市）其中一個應考。
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測試詳情及網上

申請系統，將於上述兩段申請期內，上載
至公務員事務局網頁（www.csb.gov.hk/chi/
cre.html）。至於2014至2015年度政務主
任、二級行政主任、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
任及二級助理貿易主任職位招聘詳情，將
於9月另行公布。 ■記者 聶曉輝

政府下月聘200公僕 包括AO 政府統計處一直致
力編制及發布各式各
樣高質素的社會及經
濟統計數據，雖然數

據的規劃與編制過程涉及複雜的統
計概念及設計，但其實都與市民生
活息息相關。以政府統計處即將於
今年10月展開的「2014/15年住戶
開支統計調查」為例，當中編制的
數據就是為了反映消費行為，用以
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以及
更新「消費物價指數」數列的開支
範圍及權數。

加價需求減「價格效應」例子
精明的市民會在消費前考慮各方

面的因素，希望以不變的消費總
額，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商品或服
務，尤其是會盡量選購在市場上標
價最低的項目。如果貨品價格上
升，大多數消費者都會「捨貴取
平」，傾向購買價格升幅較小的貨

品，務求以相同或更低的預算，換
取最大享受。這種價格上升導致需
求減少的現象，正正就是經濟學
「價格效應」的例子。
「價格效應」可循「收入效應」

及「替代效應」兩方面進一步分
析。政府發言人指出，這些詞彙看
似抽象，但其實與一般消費行為息
息相關。「價格效應」在不同商品
及服務的強度，視乎需求彈性有
別，例如是否屬主要食糧等必需
品；市民消費偏好亦會隨各項商品
及服務價格變動幅度而改變。
由此可見，政府統計處每5年進行一
次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十分重要，
是反映「價格效應」對開支模式影響
的重要數據來源，用以重訂「消費物
價指數」基期，以及更新「消費物價
指數」數列的開支範圍及權數。「消
費物價指數」充分反映香港通脹情況，
是制定社會及經濟政策的重要量度參
數。 ■記者 聶曉輝

住戶開支調查助重訂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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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戲劇發燒友好消
息：康文署再次請來戲劇大師鍾景輝獻上「演讀
體驗劇場」，下月為劇迷帶來另一經典文本《推
銷員之死》，由馮祿德導演及主持導賞。鍾景輝
將帶領演技精湛的演員─羅冠蘭、葉榮煌、余俊
峰、葉進、陳錦龍、梁翠珊及馮祿德，公開《推
銷員之死》的圍讀過程，以「讀劇」、「導賞」
及與觀眾分享感受的形式，帶來嶄新的劇場體
驗。
《推銷員之死》由被譽為「美國戲劇的良心」
的亞瑟．米勒編劇。該劇於1949年寫成，被視為
對資本主義下的「美國夢」嚴苛的批評，贏得普
立茲獎及紐約劇評界獎。
故事講述推銷員威利．羅曼跟當年大部分的美
國人一樣，相信工作有價值、有意義，只要勤
奮，必定有成就。可惜由於環境與個人原因，他
年老時未能達到一直預期的成就，反而失去賴以
維生的職業，需要每周向友人賒借50美元度日。
最終，他為了幫助兩個兒子籌集創業資本，選擇
結束生命換取保險金，平靜地走向死亡。

太空館演講廳舉行 門票每場160元
《推銷員之死》「演讀體驗劇場」將於下月6日
及20日、下午2時及晚上6時30分，在香港太空
館演講廳舉行，門票每場160元，現於城市售票網
發售。欲查詢節目詳情，可致電：2268 7325，或
瀏覽網頁：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
Programme/tc/theatre/program_605.html

鍾景輝下月演讀《推銷員之死》

■鍾景輝於9月為劇迷演讀《推銷員之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香港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經貿文
辦）與台中合辦的「2014香港—台中城
市交流論壇」，日前在台中舉行。論壇
主題為〈城市健康旅遊榮景〉，逾150
位來自香港及台中的官員、專家與相關
持份者出席。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分別率團參與，並在會上分享香港在
旅遊推廣及發展中醫藥方面的經驗。
論壇首部分聚焦於旅遊推廣，蘇錦樑
談到香港特色旅遊時，指香港充滿活
力，無論是中外節慶、美酒佳餚、文化
藝術，都一應俱全。繁華背後，香港亦
有繁茂多姿的自然生態。港府與旅遊業
界近年致力開發多樣化旅遊產品，包括
推廣綠色與文化旅遊、介紹香港獨特節
慶和地道美食，以及舉辦大型盛事，為
訪港旅客提供豐富多元的旅遊體驗，讓
他們細味香港多彩多姿的生活文化。

蘇錦樑盼兩地港口串連航線
蘇錦樑又指，港府積極發展郵輪旅遊

配套設施，包括去年年中啟用的啟德郵
輪碼頭，充分把握亞太市場帶來的機
遇。談到港台兩地郵輪旅遊合作，他認
為，香港與台灣各具特色，兩地港口可
串連為富吸引力的航線。
論壇第二部分以醫療發展為主題，高
永文介紹香港推動中醫藥的發展時指
出，過去10多年來，中醫藥在香港公共
衛生及醫療服務上發展迅速，港府已建
立完善的中醫藥規管制度，既能保障公
眾健康，又可加強消費者對中醫服務、
中藥材及中成藥的信心。

高永文冀兩地互相借鏡合作
高永文指出，香港近年致力培訓中醫藥教育與
研究人才，目前共有3所大學設有中醫學士課程
及研究生課程。他又指，香港與台灣經濟及文化
相近，在推行中醫藥以至整體醫療的工作方面，
可互相借鏡與合作。
兩地醫療範疇其實一直保持緊密合作，特別是
在中醫藥方面，已建立緊密的研究合作關係，包
括在推行「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下，與位於台
中的中國醫藥大學合作制定原藥材標準。

梁志仁：論壇創深度交流平台
經貿文辦主任梁志仁指出，論壇成功為兩地開
創深度交流平台，期望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推廣
至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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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左二）在論壇問答環節發言。左一為
香港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

修車監工：4年減7%人手 退休潮欠新血「夾擊」難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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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一直戴有色眼鏡
看待汽車維修技工，並以
「車房仔」來形容他們沒
出息。不過，從事汽車維

修工作近30年的李友棠卻視這行業如同
行醫，「車輛故障要修理，就如有病要
睇醫生。」他以此勉勵年輕人，汽車維
修都可以敬業樂業。所謂「行行出狀
元」，修車都可以有出頭天。

加入政府 無悔月薪減半
典型「紅褲子」出身的李友棠，只有

初中學歷，其後參加「學徒訓練計
劃」，滿師後在車行工作，月入一萬
元，在上世紀80年代來說，薪水算是十

分不俗。他於1990年以25歲之齡加入政
府擔任技工，月薪減半，只得5,000元，
但至今無悔。

「學徒訓練計劃」總有出路
他笑言，當時在車行工作，曾維修不
少名車，包括「勞斯萊斯」等。但獲機
電署聘請並借調至食環署工作至今，維
修的卻是「垃圾車」。儘管如此，他堅
信當年選擇正確，亦可以告訴時下青少
年，「學徒訓練計劃」總有出路。
李友棠說：「我比較好學，維修垃圾

車其實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因為當時
垃圾車要用油壓系統倒垃圾，是很新的
技術。」當然，食環署車輛包括洗街

車、一般輕型貨車、私家車、糞車、水
車等，都要維修。
回憶多年工作，李友棠指，最難忘一
次約發生在1993年，食環署把一堆死豬
死狗運往長沙灣屠房銷毀，但該輛吊機
車抵達屠房後，吊臂升起途中突然故
障。工作驟然停下來，升起的吊臂高於
出入的門牌，令車輛不能離開。

修吊機車滿身腥狂沖涼
李友棠與另一名維修人員傍晚即時被

叫去維修，「由於處理死豬死狗的職員
要下班，該吊機車維修好後又要即時處
理其他運送工作，故職員便把該堆死豬
死狗卸於貨車兩旁的地上，我們二人卻

要鑽進車底。」他續稱，在車底工作
時，10數隻腸穿肚爛的死豬死狗就在眼
前，「十分駭人，那次維修用了約3小
時。回家後多次洗澡，仍未能去除腥臭
味」。
他認為，修車工作就像醫生，「車輛

故障要修理，就如有病要睇醫生。」他
表示，如何用最快的方法修好車子，猶
如醫生工作。他致力為「唔讀書就要鑽
車底」的譏笑平反，每天充實自己，希
望成為「名醫」，「車輛日新月異，石
油氣車便已是當年學徒計劃時沒有接觸
過的新事物。」他學到老、活到老，修
理好車子本身已有很大滿足感，「司機
亦會感激你。」 ■記者聶曉輝

修車如行醫 難忘死豬旁鑽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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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公務員、負責汽車維修的二級監工李友棠指出，機電
署於1997年回歸前，改為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即與香

港郵政一樣，靠本身提供的服務自負盈虧。機電署負責規管電
力、氣體、升降機、自動梯等，以及其他有關機電安全的項
目，並進行執法工作，亦為本港其他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提供
機電工程方案及服務。

負責所有政府部門機電維修
他指出，現時機電署約有5,200名員工（約3,900人屬公務

員），包括約1,000名借調往其他政府部門的專業人員，他自己
便被借調往食環署。機電署工作可謂「應接不暇」，基本上所
有政府部門的機器、電器及空調都由該署負責，「立法會內一
切機電及維修事宜，都由立法會聘請機電署人員負責。」

修車部門20人大減至8人
單就汽車維修而言，李友棠指，政府約有6,000架車交由機電
署負責維修，但人手卻嚴重不足。他表示，機電署過去4年削
減6%至7%人手，亦把部分車輛工作外判，再加上退休潮令部
門自動流失不少人手，「以我現時工作的部門為例，數年間人
手由20人大減至目前僅8人。」
現時機電署在柴灣、屯門、粉嶺及九龍灣都設有車輛維修中

心。以負責維修中型貨車的九龍灣維修中心為例，只有7人工
作，每天平均維修約20部車，即每人每日需要處理3部車至4
部車，「波箱、引擎、油門有問題，或者定期更換都要處理。
即使只是空調故障，都要看看是否穿喉或其他問題，且必須測
試好才可『出廠』。工序繁多，處理一部車最快需要3小
時。」他又指，機電署的維修工作不容有失。

員工總數受限 修車唯有外判
他指發展局限制機電署員工總數不可超過某個數目，該署唯

有把部分車輛維修工作外判，但本身人力市場上勞動力已經不
足，「且根本『無肉食』，車行唔做，最終又返來機電署。」
他續稱，曾有政府部門找車行幫忙維修車輛，但質素比機電署
遜色。100部車當中，同時有50部接受維修或檢查，實際上只
得一半可用。合約完結後，仍要再聘請機電署員工負責。

聘退休工給一年合約紓困
李友棠慨嘆說：「人手不斷減少，工作量卻愈來愈大，壓力
隨之而來。」前線人手嚴重不足，約欠20%才可應付目前工作
量。近年機電署重聘已退休人士協助在垃圾車加尾蓋及污水
斗，並給予一年合約，預料可紓緩人力短缺情況。他希望當局
盡快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至65歲，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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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機電署卻「工作做不停」。

儘管如此，在退休潮漸處高峰、缺乏新人入行等情

況「夾擊」下，令機電署人手不足問題漸見「吃不消」。政府

機電監工技工職員協會副會務主任李友棠指出，過去4年，機

電署削減了6%至7%人手，但工作量卻不斷增加。他希望當局

增聘更多人手，並盡快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至65歲，紓緩員

工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李友棠希望增聘人手，並盡快延長公務員退休年
齡至65歲，紓緩工作壓力。 聶曉輝 攝

■當年「學徒訓練計劃」尚未教授維修石油氣車，
技工必須學到老、活到老。 資料圖片

■機電署在柴灣、屯門、粉嶺及九龍灣都設有車輛維修中心。圖為位於九龍
灣的機電署總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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