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爭睹當年「生婚死」證件
入境事務學院開放日 職員：工作不單只查身份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香港入境處為市民提供多種服務，包括

出生、婚姻及死亡登記等，都與廣大市民的生命之旅息息相關。入境事

務學院昨日舉行開放日，有處方職員希望藉此令家人更了解自己的工

作，「我們的工作不單只是查出入境市民的身份證。」開放日除了有介

紹處方歷史及發展的展覽外，亦有展示部門不同時代制服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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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招牌林立，若無妥善處
理，招牌隨時掉下來誤傷途人。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自2014
年至今年6月，當局展開大規模執
法行動打擊違例、棄置及危險招
牌，近3個月屋宇署更向法庭申請

6張優先拆卸令，要求商戶把嚴重違規的超大型招牌
拆卸。陳茂波說，正如政府打擊工廈、寮屋擴建等違
規問題，努力糾正這些長期以來習非成是的現象，希
望公眾能理解及支持其工作。
陳茂波昨日於網誌發表以《習非成是果斷執法》為

題的文章，他指出，屋宇署自2014年5月起，以深水
埗福榮街某路段為試點，展開大規模行動，就117個
違例招牌發出清拆令，以及就18個棄置及危險招牌發
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

陳茂波：已檢核拆除195個
他續說，去年行動擴展至上環永樂街、銅鑼灣渣甸
街、油麻地砵蘭街等部分路段，並就432個違例招牌
發出清拆令及就44個棄置及危險招牌發出「拆除危險
構築物通知」。截至今年6月，上述的違例、棄置及
危險招牌已有195個被檢核或拆除，而今年將有6條
街道的部分路段被納入大規模執法行動，包括灣仔譚
臣道、北角七姊妹道、佐敦廟街、旺角砵蘭街等。
陳茂波又指，針對一些嚴重違規的超大型招牌，屋
宇署採取更迅速、更大力度的執法。署方近月按《建
築物條例》第24B條，向法庭申請優先拆卸令，務求
盡快取締該些招牌，以確保公眾安全，在過去3個
月，署方成功向法庭申請6張優先拆卸令，拆除6個
嚴重違規的超大型招牌，並向招牌擁有人收回工程費
和附加費。

考慮公眾安全 遭批評也要做
他表示，理解商戶豎設招牌宣傳，但不代表可以罔
顧公眾安全，或為不守法的行為尋找藉口，而近日政
府亦加強打擊工廈違契、寮屋違規擴建等問題，努力
逐步糾正這些長期以來習非成是的現象。
他指出，即使這些措施或許對某些人造成不便，政
府有時亦被批評為矯枉過正，但強調在考慮到公眾利
益和安全的大前提下，即使面對這些批評，政府也需
堅定地朝正確方向走，逐步匡正這些積存已久的問
題，否則日後只會更積重難返，希望公眾能理解及支
持當局的工作。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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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高危招牌
糾正積非成是

適逢成立55周年，入境處昨日在其位於屯門
青山灣的入境事務學院舉行開放日，早前已

向公眾派發二千張門票，部分持票市民昨日早上
在學院門外等候入場，情況熱鬧。

「鐵甲威龍」有型 市民爭相合照
除了觀賞入境處銀樂隊表演，市民亦有機會參

觀平日不開放的教學資訊廊，廊內介紹處方歷史
及發展，包括展示不同年代的證件，如舊日的身
份證會以不同顏色來區分性別。
此外，自1979年接替註冊總署執行民事登記的

工作後，入境處就負責市民的出世紙、結婚證書
及死亡證等文件，市民亦可以在展覽重溫與自己
生命之旅息息相關的服務變遷。
開放日亦有環節展示部門由上世紀60年代初至

今18套的制服，當中以最有歷史價值的上世紀60
年代初服裝最特別，其短褲及長襪極具懷舊色
彩，以淺啡為主色亦與其他時代有別。另外用於
防暴的「鐵甲威龍」則最受市民歡迎，吸引一眾
訪客前來合照。
參觀開放日的市民很多都是一家大小，而且與

入境處甚有淵源。帶同妻子及兩位稚子前來的周

先生是部門的前職員，舊日亦有在學院受訓，指
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回憶，除了想緬懷過去外，亦
希望稚子能「看多些」。
入境處職員袁先生也是訪客，他希望同行兒子

能更了解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唔係淨係查出
入境市民的身份證。」

今年約3萬人投考與去年相若
另一方面，入境處助理處長（管理及支援）何

家榮簡介部門招聘情況，指處方今年至少會招聘
各80名入境事務主任及助理員，共有約3萬人投
考，人數與去年相若，據知招聘程序仍在進行，
因此未有確定的聘請人數，而去年則聘請了128
名主任及200名助理。
至於早前有港人於德國維爾茨堡被斬傷一事，

有消息指姓邱的1男2女傷者情況穩定，其中2名
女傷者活動自如，並有能力照顧男傷者，3人已
轉往普通病房，邱氏的家屬亦已返港。
而歐陽姓的男傷者仍然昏迷及未過危險期，尚

留醫深切治療部，2名家屬仍在當地照顧，尚未
提出要將傷者送返本港，兩名入境處人員繼續留
在當地提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華鎧瑩）不少年輕人都有創
業夢，期望能創出屬於自己
的一片天，然而欠缺經驗，
除了在初出社會難找工作，
在發展個人事業的路上所冒
風險更大。有機構舉辦創業
體驗活動，邀請有志創業的
中學生，開辦模擬公司，體
驗從決策到銷售的各種困
難，為日後打好基礎。
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

育中心於2015/16學年首次
舉辦「青年創業體驗計
劃」，讓中學生親身嘗試營
商。各隊遞交計劃書後，經評估後最高可
獲2,000元的起動基金，作為入貨資本，
並於3天試業日銷售。負責計劃的社工莊
子霖指，計劃目的不在賺錢，而是期望參
加者能從中成長，體驗實踐計劃期間有機
會面對的困難、與同事間的合作問題等，
從中變得成熟，有助日後見工或創業。

合製「捕夢網」改善溝通領導
來自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升讀中五的周曉楹，自幼夢想開設一間咖
啡店，是次與12名同學參加計劃，銷售
人手製的「捕夢網」，冀能帶舒適的生活
予每個人。職位是行政總裁的她，坦言曾
想像自己只需負責思考和指揮，但發現實
際運作期間，不時也要負責不同工作，如
入貨及趕製貨物等。
當第一天試業日時，事前以為準備充

足，但看見鄰舖的隊伍裝飾及貨品也很用
心，「才發現不是想像中簡單，要在別人
的長處中學習，增進自己。」她認為在過

程中，最大得着是改善溝通及領導才能，
「有時候會因表達不夠清晰，而令成品與
想像中有出入，幸好隊員也會合力想辦法
解決。」指日後如創業時，會根據是次經
驗，計劃更清晰的路向。

「湊人數」不足以做生意
另一名「老闆」是來自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升讀中六、打算日後創業的陳炎
喬。他表示，看到計劃海報時便十分激動
希望參與，但起初只有3名同樣有志創業
的同學和應，為了湊足10人報名便打算
叫同學「掛名」，以為僅靠4人便能完成
計劃。
但炎喬在過程中發現，做生意原來需要

一班有同樣熱情、志同道合的人並肩作
戰，單憑4人之力是不能成事的。
「最大得着是學會如何合作，由初時互

不相識到磨合，難度很高。」炎喬希望隊
員能盡情投入體驗，是次計劃令她對營商
的概念更清晰，明白不論任何崗位也需要
了解對方，才能好好合作。

中學生模擬創業 始悟老闆唔易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李慧宜）隱蔽青年
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
注，只有及早發現才可
助他們早日走出困境。
有調查發現，大部分有
隱蔽傾向的青年以男性
為主，年齡集中在22歲
至 30 歲。有社工另指
出，家長過分溺愛亦會
令子女過分依賴家庭，
缺乏自省及解難的能力，呼籲家長若發現子女有隱蔽的傾向，
應盡快尋求社工協助。
半島青年商會於今年6月14日至7月2日期間，透過網上問
卷成功訪問了702個市民，以了解他們對隱青的看法。調查結
果顯示，逾20％受訪者的社交圈子中有認識15歲至30歲現時
沒有工作或上學、同時沒有打算尋找工作或報讀任何課程的青
年，當中超過80％為男性，約74％為22歲至30歲，亦有接近
70％已有隱蔽行為超過1年。

研究員：過分照顧減抗逆力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何濼生相信，該現象
與男性較弱的言語表達能力及溝通技巧有關。他又指出，現時
「直升機家長」盛行，對子女過分照顧，反而降低他們的抗逆
力，不能自己克服挫折。
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處高級督導主任嚴嘉文續
稱，曾經接觸過隱蔽青年由家長全面照顧衣食住行的所有事
務，甚至幫忙剪頭髮及交電話費，認為家長不應過分保護子
女，應該幫助他們找到人生目標，助他們走出困境。

社工：勿抱「家醜不外傳」心態
今年20歲的焯軒因在校與同學的人際關係欠佳，故不願上
學，並長期躲藏在家「打機」和睡覺。直至其母親尋求社工的
協助，與焯軒聊天，又邀請他外出吃飯，一步步鼓勵他踏足社
會。現時焯軒不但在社區中心的圖書館擔任義工，更有報讀夜
校及寄履歷表到社企尋找工作。
負責跟進焯軒個案的註冊社工李穎妍呼籲家長若發現子女有
隱蔽的傾向，不應抱着「家醜不出外傳」的心態，要及早尋求
社工協助，幫助他們早日脫離隱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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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協助元朗嘉城廣
場舖主們召開記者會，投訴商場前管理
公司違規繼續收取管理費，其相關公司
更以收取公共設施租用費為名獅子大開
口，勒令小業主們繳納巨額租金。麥美
娟表示「劏舖」於本港與「迷你倉」一
樣，存在「無王管」的嚴重情況，呼籲
政府重視。數十名舖主稍後一齊往元朗
警署請願及報案，要求警方嚴格執法。
本報記者曾與被投訴管理公司接觸，但
該公司員工表示「一切無可奉告」。
嘉城廣場業主委員會主席、租戶和小
業主們表示，前管理公司港藝有限公司
存在管理不善等情況，業委會今年1月
通過動議罷免港藝作為廣場管理公司的
身份，並於今年5月正式生效。5月1日
起新管理公司進駐，「港藝」卻拒絕離
場並繼續強佔管理處，且繼續去信各業
主催收管理費。知情業主將管理費交新

管理公司，拒絕向「港藝」交管理費，
被「港藝」發律師信及告上小額錢債法
庭。

法庭已裁定敗訴仍催收
法庭於6月 8日及 6月 29日均裁定
「港藝」已無權收取嘉城廣場管理費，
裁定「港藝」敗訴，但「港藝」至今仍
然去信向所有業主催收管理費，及威脅
起訴拒繳管理費的業主。舖主們認為
「港藝」涉嫌違法使用業主們的個人資
料及詐騙管理費的刑事罪行。
記者其後往商場內港藝公司仍使用的

管理處查詢，一名員工表示自己只是替
工，一切無可奉告，也拒絕透露公司負
責人的聯絡電話。

麥美娟：冀政府積極跟進
麥美娟表示，本港「劏舖」現象普

遍，大業主買下商場後分割成逾百「蚊

型舖」出售，存在眾多監管真空，如公
共設施存放地的業權仍由發展商持有，
管理公司帳目無需向業主交代，及存在
消防和樓宇安全隱患等。

今年10月起新管理條例實施將彌補
部分管理漏洞，目前只能希望政府部
門積極跟進事件，維護舖主們的合法
權益。

商場涉違規強收「劏舖」管理費

■■前職員周先生前職員周先生（（左二左二））除了想緬懷過去除了想緬懷過去，，亦希望稚子能亦希望稚子能
「「睇多啲睇多啲」。」。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市民可重溫舊市民可重溫舊
日過關蓋印情日過關蓋印情
況況。。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女職員展示部門女職員展示部門
制服制服。。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市民爭相與防市民爭相與防
暴 的暴 的 「「 鐵 甲 威鐵 甲 威
龍龍」」合照合照。。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舊日的身份舊日的身份
證會以不同顏證會以不同顏
色區分性別色區分性別。。

莊禮傑莊禮傑 攝攝

■■周曉楹周曉楹（（左一左一））指是次體驗有助規劃未來路向指是次體驗有助規劃未來路向。。
華鎧瑩華鎧瑩 攝攝

■■焯軒焯軒（（右右））現時在社區中心的圖現時在社區中心的圖
書館擔任義工書館擔任義工。。左為李穎妍左為李穎妍。。

李慧宜李慧宜 攝攝

■■警方接收舖主們的請願信警方接收舖主們的請願信。。 殷翔殷翔 攝攝

■■油麻地砵蘭街招牌清拆前油麻地砵蘭街招牌清拆前（（左圖左圖））後後（（右圖右圖）。）。
陳茂波網誌陳茂波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