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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張雲正日前到訪路政署，親身了解該署的工
作，並與署方人員會面。他首先與路政署署長鍾
錦華及部門首長級人員會面，欣悉路政署致力發
展及保養道路網、計劃及實施鐵路發展，達至世
界先進水平。其後，張雲正與測量部職員見面，
了解他們利用「移動測量系統」獲取街道的360
度全景影像和數據，用作建立道路資產清單。
張雲正接着參觀新界分區辦事處。路政署轄下

共有兩個區域辦事處，負責區域道路維修及管
理。張雲正亦到訪緊急應變中心，並得悉當有惡
劣天氣、天災或緊急突發事件時，辦事處會啟動
應變中心處理公用道路上的緊急事件，並確保道
路網暢通。
張雲正之後亦到訪主要工程管理處，聽取工程
師介紹該處管理的多項主要道路工程計劃，包括
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以及中九龍
幹線工程。張雲正欣悉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
廊連接路工程完成後，來往中環及北角車程將縮
短至5分鐘。

與員工代表茶敘交換意見
行程結束前，張雲正與署方各職系的員工代表

茶敘，就他們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他讚賞同事
的努力，並勉勵他們繼續擴展及改善道路網，從
而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張雲正自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後，已先
後探訪24個政府部門，進一步實地了解部門運
作，並藉此機會與部門管職雙方代表會面，加強
相互溝通，促進員工關係，亦就部門的人力資源
管理交流意見。

張雲正訪路政署觀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環保署日前舉辦第六屆
「環保園之友」頒獎典禮，嘉
許逾一百間參與計劃的公私營
機構，表揚他們對環保園回收
再造商的支持，並鼓勵他們進
一步深化與環保園租戶的合
作，共同推動本地回收再造
業。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主持頒

獎典禮時指，要實現可持續廢
物管理策略，除了推動源頭減
廢，鼓勵回收再造也是其中一個關鍵環節，
而推動本地回收再造業發展需要社會各界的
支持。他感謝各得獎機構對環保園租戶的回
收再造業務的支持，並呼籲他們繼續在機構
內推動綠色環保概念。
環保署於2010年推出「環保園之友」計

劃，鼓勵公私營機構與環保園
租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從而
協助環保園租戶拓展可回收物
料來源和收集網絡，並推廣他
們的回收再造產品。參與「環
保園之友」計劃的團體和機構
數目持續增加，涵蓋多個行業
領域，包括酒店、餐飲、工
程、物流、零售、清潔及物業
管理及不同類型公營和公用事
業機構。
環保署會繼續透過「環保園

之友」計劃，鼓勵更多企業與租戶建立或深
化現有的合作關係，推動環保園租戶的回收
再造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更多有關「環保園
之友」計劃的資料，或與環保園租戶合作的
機會，可瀏覽環保園網站www.ecopark.com.
hk或致電環保園熱線2496 7633查詢。

「環保園之友」嘉許逾百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為
促進香港與內地學校相互交流，教
育局自2004年開始推行「姊妹學校
計劃」，締結的學校數目至今已達
580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星期到
深圳出席簽約儀式，見證粵港70對

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他在致辭時
指出，高科技發展是深圳市一大優
勢，計劃為姊妹學校安排以科技為
主題的交流活動，以配合香港
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課程的發展。

今年締結的粵港姊妹校包括34對
中學、33對小學及3對特殊學校，數
目屬歷年之冠。
吳克儉於典禮致辭時表示，姊妹學

校計劃為兩地學校提供一個專業的交
流平台，讓學校管理人員、教師、學
生及家長等作多層面及多元化互訪交
流，產生協同效應。
除針對STEM的主題交流外，教

育局亦計劃於下月在中山舉辦一個兩
地姊妹校文化交流活動，以紀念孫中
山先生誕辰150周年。
吳克儉隨後出席「深港校長論壇

2016」，今年主題為「創新時代與創
新人才培養」，論壇雲集逾三百名深
圳、香港及澳門學者及中小學校長，
探討學校領導在推動教學創新中的角
色及作用。

粵港70對學校「結拜」吳克儉見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踏入11
月「秋風起，三蛇肥」，工聯會屬會政
府人員協會早前舉辦蛇宴聯歡會，邀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出席，與現場
逾百名來自不同部門的公務員共聚一
堂。較早前訪京的張雲正在聯歡會上引
述國家副主席李源潮鼓勵公務員要有
「大局意識、擔當意識及團隊意識」，
因公務員團隊是穩定香港最堅實的力
量，勉勵公務員做好本分。
張雲正指出，香港最困難時刻都是
靠香港人「頂着」，提到公務員在「沙
士」期間堅守崗位，如郵差戴着口罩去
派信、機電人員繼續到前線工作，「當
時只有公務員會去。」
他指，公務員日常工作可能很辛
苦，壓力也很大，但鼓勵大家要有大局
意識，做好自己，「因為如果你有一日
不做，便是大問題。」

當日出席的公務員團體包括香港海關、入境
事務處及紀律部隊人員總會等，張雲正猶如「穿
花蝴蝶」，逐枱坐下跟公務員聊天，人氣高企的
他經常被中途拉去合照，但張局長統統沒有「托
手肘」。曾任郵政署署長及海關關長的他打趣地
說，當初由郵政同事「啟蒙」他去食蛇宴，後來
再由海關同事令他「上癮」，現時如果不能出席
蛇宴就會「身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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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0歲的智偉還記得2003年在學校禮堂接過會考
成績表，上面印有「兩分」的數目字，心中有數的

他未有太驚訝。當時禮堂設有建造業訓練局與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合辦的機電課程，他當即現場報讀，打算學習
一技傍身，未料卻開啟日後的仕途。

少時懵懂感恩父母催促
智偉完成機電課程後，透過職業訓練局學徒課程受聘

於建築公司，在地盤負責維修天秤。他還記得當時被保
險公司以工作屬危險範疇為由，拒絕為他承保，「其實
做好安全措施、自己多留意便好好多。」由私人公司轉
往政府當公務員的契機，在於當時任職渠務署機電人員
的父親，留意機電工程署公開招聘非公務員職位，於是
鼓勵他去申請。
他坦言少年時的自己懵懂：「也不知道自己想點，仍

未開竅。」結果在父母不斷催促下，直至「死線」一刻
才遞交申請表，他笑言：「現時想起真要感謝父母當時
的鼓勵！」結果他於2009年加入機電工程署擔任非公務
員職位，並於2011年轉為正式公務員，受聘於渠務署擔
任高級電氣技工。
加入渠務署後，智偉看見有同事透過進修豐富個人履

歷，職級成功向上晉升。身邊的真實例子鼓舞了他，其
進修之路由會考放榜直至現在也未曾中斷。隨着2013年
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取得「電機工程高級文憑」，今年
較早前報讀理工大學的電機工程學士課程，雖然最終未
有取錄，但他笑言：「明年再接再厲！」

別人放假他上學
因要遷就日間工作，智偉逾十年的進修之路，絕大部

分報讀夜校課程。踏入社會工作的人不難想像半工讀少一

點毅力都會放棄。他憶述當時夜校課程，每周有3天至4
天都是下班後直接上課。當別人下班休息、放長假去旅
行，他便是上學及溫書，即便較空閒也是把握時間休息，
與朋友相處的時間也不多。被問到堅持下去的原因，他
說：「看見有前輩走這條路是可以成功的，自己也有推動
力。」
他指少年時的自己「不知道自己想點，仍未開竅」，

直至投身社會，看見有人憑藉一門手藝，加上努力進
修，成功踏上晉升的階梯，發現只要努力也可以像對方
一樣，成為強烈的推動力。他又笑言：「加上自己付學
費，讀得特別用心。」
智偉目前在東涌小蠔灣污水處理廠擔任二級電機職

工，作為維修小組隊長，平日負責帶領9名職員檢查及
維修廠內電器，確保中央冷氣、負責消毒的紫外線光管
等電器正常運作。他指污水處理廠是24小時運作，因此
確保電器如常運作非常重要。
剛剛投考渠務署電氣助理督察的他，本月底便會知道

投考結果，笑言不緊張，「因為已經盡力。」

加入樂隊玩音樂減壓
除了工作之外，鍾智偉還喜歡彈結他，早前加入渠務

署樂隊「The Revival」，擔任結他手及主音，在不同
場合上表演，如上月沙田污水處理廠開放日，他也有
粉墨登場演出。樂隊每星期都有練習，聚集來自不同
部門的渠務署人員，大家享受音樂之餘，也是減壓的
好辦法。
無論是高學歷的天之驕子，還是落手落腳的前線人

員，大家各有專業範疇，為香港污水處理作出貢獻。
智偉縱使未有在會考取得好成績，但憑着一門專業技
能，加上努力進修向上，也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有人在公開試取得佳績，有人卻名落孫山，但在

考試制度下失手一次，並不代表人生沒希望，只要

樹立目標向前奮發，努力總會得到回報。本報記者

訪問了兩位渠務署人員，一位是會考滿分，拔尖升上香港大學的污水

工程部工程師梁皓觀；另一位是會考只得兩分，但10年來卻堅持進修

考取證書並完成高級文憑的二級電機職工鍾智偉。二人起跑線即使不

一樣，同樣在公務員團隊一展所長，貢獻社會。 ■記者 翁麗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現年28歲
的渠務署污水工程部工程師梁皓觀，於大學
時選修土木工程及法律雙學位，畢業後選擇
投考公務員成為工程師，源於自己「坐唔
定」的性格，享受橫跨辦公室與地盤、動靜
兼備的工作環境。他工餘更擔任輔警，曾試
過利用工程知識成功調解市民紛爭，同時輔
警經驗也令他學懂與前線人員溝通，「自己
感到好有趣！」
當年會考取得滿分30分的梁皓觀透過拔

尖直升香港大學修讀雙學位，但畢業後並無
從事較有「錢途」的律師，而是根據個人興

趣從事工程工作，但學習過的法律知識至目
前的工作也能活用，「如看工程合約涉及不
少法律條文，自己會留意到細節。」

性格「坐唔定」「游舞拳跑」皆玩
曾於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路政署實習過的梁皓

觀，最深刻是有份參與其中的中環及灣仔繞道
工程，「因為是社會重要的基建項目。」
梁皓觀從中學至大學都熱衷參與課外活

動，由游泳、跳舞、跆拳道、馬拉松以至曲
棍球都有涉獵，早前更加入輔警行列，充分
表現「坐唔定」的性格，「當時在九龍灣上

班，天天由窗口望出去都見到輔警總部，心
想眼見不如一試」，便去了投考，現時每月
有兩天至三天在荃灣負責巡邏。
工程師及輔警的雙重身份，他笑言：
「頗過癮，好像到了周末就變身！」他認
為做輔警的經驗令他明白調解市民爭拗，
讓他的溝通能力有所提升，同樣應用在工
程方面。
目前他負責處理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擴建

工程，長駐地盤的他帶領逾二十人工作，
需要與不同工作崗位的前線人員溝通，
「跟進工程需要溝通才可協調好。」

工餘做輔警 汲另類經驗

■■梁皓觀梁皓觀。。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鍾智偉鍾智偉。。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張雲正（右一）了解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
廊接路工程最新進展。

■吳克儉
（第二排
右五）出
席粵港姊
妹學校簽
約儀式。

■黃錦星在第六屆「環保園
之友」頒獎典禮上致辭。

渠務署 公務員事務局 路政署 教育局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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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署樂隊渠務署樂隊
「「The RevivalThe Revival」」
上月在沙田污水上月在沙田污水
處理廠開放日演處理廠開放日演
出出。。鍾智偉鍾智偉（（左左
七七））擔任結他擔任結他
手手。。

睹前輩成功增推動力 鍾智偉踏上渠署晉升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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