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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財招才」3.2萬聘事務主任
料未來幾年新增服務 事務助理員職系缺人手

環保署商經局康文署入境處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藝專生畢業展 呈水墨陶瓷傑作

甄選程序
入境事務主任

■體能測驗
(暫定2017年4月初至5月進行)
↓

■初步面試
(於通過體能測驗當日進行)
↓

■筆試
(暫定2017年5月中至6月進行)
↓

■最後面試
(暫定2017年6月中至8月進行)

入境事務助理員

■體能測驗
↓

■小組討論
(於通過體能測驗當日進行)
↓

■甄選面試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製表：聶曉輝

兩職位公開招聘狀況（2014-2016年度）

職位 招聘年份 投考人數 獲聘人數

入境事務主任 2014 15,629 128

2015 沒有招聘活動 －

2016 14,514 180

入境事務助理員 2014 16,682 240

2015 12,467 205

2016 15,285 154*

*其他獲選考生的聘任程序仍在進行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製表：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2017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
準）（排放）（修訂）規例》於上周
五刊登憲報。環境保護署發言人表
示，修訂規例規定由今年7月1日起，
分階段收緊新登記車輛（柴油私家
車、設計重量不逾9公噸的巴士、設計
重量逾3.5公噸的小型巴士、電單車及
機動三輪車除外）的廢氣排放標準，
由歐盟五期收緊至歐盟六期；及把新
登記柴油私家車的廢氣排放標準，由
加利福尼亞廢氣排放標準LEV II收緊
至LEV III。
他指出，為減少車輛廢氣，政府現行

的政策是因應國際間的最新發展，待本
地符合標準的燃料及車輛供應充裕後，
便收緊車輛的燃料及廢氣排放標準，
「由2012年6月1日起，我們開始分階
段實施歐盟五期車輛廢氣排放標準。」

歐盟六期車輛是更環保的車輛。與歐
盟五期型號相比，歐盟六期重型柴油車
輛減少排放約80%的氮氧化物及50%的
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而歐盟六期
輕型柴油車輛則減少排放約55%的氮氧
化物。

新登記私車採最嚴標準
一些權威組織發現，在實驗室測試時

符合規定排放認證標準的歐盟六期柴油
私家車，在實際駕駛時的氮氧化物排放
遠超規定上限。
由於本港路邊空氣質素一直面對氮氧

化物水平偏高的問題，因此新登記柴油
私家車應採用最嚴格的加利福尼亞廢氣
排放標準LEV III。修訂規例將於本周
三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如獲通過，新規定於今年7月1日起
實施。

汽車排放標準 7月起分段收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藝術推廣辦
事處轄下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由上周六起至下
周一舉行「藝術專修課程2016─17畢業展」，
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出24位畢業生的創作
成果。
康文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陳承緯日
前於展覽開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香港視覺
藝術中心自2001年起舉辦藝術專修課程，為
藝術愛好者提供進修、實踐及交流的機會，
過去15年來，藝術創作和藝術品市場持續發
展，有興趣了解藝術、欣賞藝術和動手創作
藝術的人愈來愈多。
陳承緯指出，藝術專修課程與時並進，不

時注入新元素，希望能滿足不斷轉變的需
求。他感謝一眾藝術導師為本地藝壇盡心盡
力作育英才，同時祝願所有畢業學員繼續努
力投身創作。當日的主禮嘉賓還包括藝術專
修課程（水墨畫）課程統籌梁巨廷、藝術專
修課程（陶藝）導師陳宜貞、梁冠明、謝淑
婷、嚴惠蕙與藝術推廣辦事處總監劉鳳霞。

今年畢業展作品以水墨畫和陶瓷作品為基
礎，並糅合其他藝術媒介和手法，作跨媒介
的嘗試和創作。
作品取材多來自藝術家生活中的切身體
驗、對自身與周遭事、景和物的聯想與藝術
實驗。

新一屆接受報名 下月9日截止
另外，新一屆藝術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藝術專修課程2017─18」設有中國書法和
雕塑兩項課程，而「藝術深造課程2017─
18」則設有水墨畫和陶藝課程，截止報名日
期均為下月9日。
有關展覽及課程報名詳情，可致電
2521-3008查詢，或瀏覽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網
址 ： www.lcsd.gov.hk/CE/Museum/APO/
zh_TW/web/apo/va_programmes.html。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位於中區堅尼地道七號
A，展覽廳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9
時，逢星期二休息，免費入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日前出席
「2016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午餐

會，祝賀得獎者取得卓越成就，並指港府會繼續透過不同措施支
援及推廣香港設計業。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由香港設計中心主
辦，旨在發掘及培育新晉本地設計師及設計畢業生，得獎者有機
會獲贊助赴海外著名設計公司實習或赴海外著名設計院校進修，
藉此一展所長，並進一步提升其能力與專業知識。 文：聶曉輝

設 計 才 俊

入境事務主任入職薪酬介乎
32,370元至36,540元，視乎

入職資歷，頂薪點為一般紀律人
員（主任級）薪級表第二十一點
（每月66,230元），申請截止日
期為下月2日。

助理員起薪逾1.9萬
入境事務助理員起薪點為
19,225元，頂薪點為一般紀律人
員（員佐級）薪級表第十三點
（每月26,580元），今次是首次
全年接受申請，直至另行通告為
止。
入境事務主任職系及入境事務
助理員職系於 2014/15 年度、
2015/16年度及2016/17年度（截
至2017年1月31日為止）流失人
數（包括自然流失及非自然流
失）分別為188人、232人及218
人，流失率為 3.5%、 4.3%及
3.9%。

甄選程序縮短 助盡快入伍
入境處於2014年及去年分別收
到15,629及14,514個入境事務主
任求職申請（2015年沒有招聘活
動），分別有128人及 180人受
聘。
入境處發言人向本報指出，今

年會繼續優化甄選程序，四關測
試將安排於3天進行，有別於去
年成功獲聘任的考生，共需4天
出席甄選，「整體上甄選程序所

需時間縮短，讓有志成為入境事
務主任的合適考生盡快入伍。 」
2014年至2016年，入境處每年
接獲入境事務助理員職位申請，
介乎逾1.2萬宗至逾1.6萬宗，分
別有240、205及154人（2016年
招聘程序仍未完成）獲聘。發言
人表示，有志成為入境事務助理
員者不再受以往兩星期申請期所
限，可隨時提交職位申請，甄選
程序與去年相同，考生需通過三
關測試。
有關招聘入境事務主任及入境

事務助理員詳情，可瀏覽入境處
網頁：http://www.immd.gov.hk/
recruitment。發言人指出，有興
趣投考者可於本月23日至26日前
往入境處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教育及職業博覽」攤位，加深
認識入境處工作及獲取資訊，同
場可即時遞交職位申請表格。

筆試當日接受基本法知識測試
申請人如獲邀參加筆試，會被

安排於筆試當日接受基本法知識
測試，基本法測試表現會佔整體
表現適當比重。獲取錄申請人會
按公務員試用條款受聘，試用期
為3年。成功通過試用期者，將獲
當局考慮按當時適用長期聘用條
款受聘。新聘任入境事務主任須
在入境事務學院接受為期25星期
留宿入職訓練，入境事務助理員
留宿入職訓練為14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了維持高服務質素，公

務員團隊須不時檢視人手編制及補充新血，新一輪入境事

務主任及入境事務助理員招聘活動已於上周五同步展開。

入境處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除了自然流失外，預計未來

幾年有新增服務，人手需求增加，特別是入境事務助理員

職系，希望透過全年招聘入境事務助理員廣納人才，更有

效填補空缺。

現時香港約有17萬名公務
員服務市民，當中約7,100
人於入境事務處工作，佔人

手比例4.3%，在各部門中排行第六。公務員事務
局資料顯示，截至去年12月31日，警務處有逾
33,217名公務員成為各部門之首；入境處有7,151
人，在消防處（10,181人）之後於紀律部隊中排第
三。根據去年財政預算案，入境處於2016至2017
年度編制為7,398個，較2012至2013年度6,813個
增加8.6%，可見人手需求殷切。入境處資料顯
示，截至今年1日1日，職位編制為7,381個，當中
1,960個屬主任級人員、3,857個為員佐級人員，其
餘1,564個為文職人員。
入境處內部門繁多，包括管制部、執法部、身

份證部、資訊系統部、管理及支援部、個人證件
部、遣送審理及訴訟部、簽證及政策部。每名入
境處人員都有機會於一段時間後調往不同部門工
作，因此有多年經驗的人員可謂「周身刀」。
是次招募的入境事務主任，職責主要執行與入

境、人事登記、生死及婚姻登記等香港法例有關
的職務，包括偵查行動以及一般行政及督導工
作。
入境事務助理員職責主要執行與入境、人事登

記、生死及婚姻登記等香港法例有關職務，包括
偵查、搜查、看管、護送、巡邏等工作，以及有
需要時執行駕駛工作。工作調配方面，除了配合
部門發展和人事更替外，處方亦會按個別人員工
作經驗、專長、長遠發展等因素作出調配。不論
哪個職位，均須受紀律約束、接受全日制入職訓
練、穿制服、輪班當值，或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外地方工作。

殘疾人符條件毋須再篩選
若符合訂明入職條件申請人數眾多，入境處可

訂立篩選準則，甄選條件較佳的申請人，只有獲
篩選的申請人才獲邀請加甄選程序。另外，政府
政策是盡可能安排殘疾人擔任適合職位。殘疾人
申請職位如符合入職條件，毋須再經篩選，便會
獲邀參加甄選程序。 ■記者 聶曉輝

部門繁多可調職
資深人員「周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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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香港首個以著名武俠小說作
家金庸為主題的展覽館將於下月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揭幕。為配合
「金庸館」的開幕，博物館將舉
辦「金庸其人與故事交流會」，
邀請資深傳媒人陶傑和李純恩與
市民分享他們與該位文壇巨匠相
交的點滴，讓大家重溫查良鏞
（金庸）筆下引人入勝而又饒富
哲理的武俠世界。
有說「凡有華人之處，就有金

庸小說」，每代華人總有屬於自
己那個時代的金庸小說，以及隨
之衍生、百花齊放的文創作品。
陶傑和李純恩與查良鏞相交甚
深，對查良鏞的其人其事以及其
筆下的武俠世界、人文精神、哲
學思想、人性剖析、藝術手段等

都有切實而透徹的了解。透過兩
位講者的分享，公眾必會加深對
金庸的認識。

名額300 先報先得
「金庸其人與故事交流會」於

下月5日（星期日）下午3時至4
時30分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劇
院舉行，名額300人，有興趣出
席的人士可致電 2180 8260 報
名，先到先得。已報名人士可在
講座當天中午12時起，在博物館
地下大堂領取交流會入場券。
有關交流會詳情，可致電

2180-8260查詢，或瀏覽博物館
網頁：www.heritagemuseum.gov.
hk/zh_TW/web/hm/
eventsactivities/programmes/pub.
html#event6。

「金庸」交流會下月舉行

■邵本強水墨畫作品《山
意》。

■廖秋樺陶藝作品《無
價》。

■西禮謙陶瓷作品《剩
餘》。

■■入境處今年招聘的甄選程序縮短入境處今年招聘的甄選程序縮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入境處職
員必須「樣
樣精」，包
括搜查和防
暴訓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康文署日前移除東區鯉魚
門公園內一棵感染嚴重褐根病並有潛在倒塌危險的古樹名
木，以保障公眾安全。
該樹是一棵高約14米的廣東刺柊，位於鯉魚門公園行車

道旁的天然斜坡上，於《古樹名木冊》編號為LCSD E/
13。康文署發言人重申，會繼續謹慎檢查和護理轄下樹木，
只會在沒有其他可行的改善方法時，才把有問題的樹木移
除。
該樹於2014年11月確診感染褐根病，康文署及後一直為

其進行定期詳細檢查和護養，包括清理樹冠、施放殺真菌劑
等。然而，該樹的健康及結構狀況一直沒有改善，葉量稀
疏，樹幹底部及根領位置的木質已明顯腐爛，顯示該樹受褐
根病感染的情況嚴重，並有潛在倒塌危險。
此外，褐根病在斜坡上有不斷擴散的跡象，康文署遂於去
年11月在發展局前樹木管理專家小組會議上建議移除該
樹，並得到專家小組同意。
在取得建築署就移除樹木對天然斜坡影響及相關善後工作

的意見後，該署安排日前移除該樹，以保障公眾安全，並控
制褐根病的蔓延。

鯉魚門公園移除危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