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近年
精神健康狀況備受關注，更曾有本地調
查發現，每6名青少年便有一人有精神
健康問題。衛生署早前舉辦「記錄好光
影，滿載好心情」短片創作比賽，冀以
短片傳遞勇敢積極面對各種挑戰的信
息，發放正能量，並於昨日舉行頒獎典
禮。
頒獎典禮由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及教育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幼稚園教育）胡振聲任主禮
嘉賓，共頒發逾20個獎項，包括各組別
的冠、亞、季軍、「傑出表現」獎及「網
上最具人氣短片」獎。初中組及高中組亦
設有「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六個港青 一個出事
陳漢儀表示，任何年齡的人士皆有機

會出現精神健康問題。她並引述一項本地
調查顯示，每6名青少年便有一人有精神
健康問題。另根據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2015/16學年的數字，有逾5,000名因心

理社交問題而需要跟進的中小學生。
在香港，約每7名成年人便有一人患上

常見精神健康問題，包括混合焦慮抑鬱症
和抑鬱症。長者方面，有本地調查發現，
每10名長者便有一人有抑鬱症徵狀，患
有認知障礙症的人數達10萬人。
同時，根據衛生署於2015年進行的

「好心情@HK計劃心理健康調查」，約
40%受訪者認為過去6個月的心理健康狀
況為一般或更差，接近6%的受訪者曾於
過去一個月受嚴重精神困擾、逾15%受
訪者於過去6個月未曾進行任何有助提升
心理健康的日常活動，例如帶氧運動、和
他人談心事或參與群體活動。
陳漢儀表示，今次舉辦短片創作比

賽，目的是透過來自不同年齡層及背景的
參賽者演繹「與人分享」、「正面思維」
及「享受生活」三大元素，讓市民感受短
片帶來的正能量，並學會將以上元素融入
生活當中，藉此在學校、工作間及社區提
倡主動求助和互相幫助的文化，以消除大
眾對常見精神健康問題的負面標籤。

關注精神健康 短片賽宣正能量

■■陳漢儀陳漢儀（（前排右六前排右六）、）、黃加慶黃加慶（（前排右四前排右四））及胡振聲昨日在及胡振聲昨日在「「記錄好光影記錄好光影，，滿載好滿載好
心情心情」」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上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上，，與得獎者及嘉賓合照與得獎者及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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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父子兵 《警聲》訴心聲
兒隨父步投身警隊 爸爸盼孩子青出於藍

公務員事務局懲教署社會福利署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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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

不同行業都有子承父業的故事，警

隊中也不乏父子兵。《警聲》早前

訪問了兩個水警家庭，分享警察父

親啟蒙兒子加入警隊的故事。警司

汪偉諾表示，兒時常常聽父親分享

工作趣事，因而十分嚮往加入警

隊。水警西分區警長林卓倫一家三

代都是警務人員，其父親是退休警

長，兩名兒子浩俊和浩朗受其感

染，分別於2015年和2016年投身

警隊，並加入水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房委會
與職業安全健康局早前合辦一年一度的
「工程和物業管理工地安全研討會」，運
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應耀康在
開幕禮上指出，房委會作為關懷社會的機
構，有責任確保同事及前線員工的工作安
全。他表示，房委會一直以「零致命意
外」為工地安全標準，並竭力把意外率維
持於低水平，「我們於2016年把每千人
的意外率指標從12宗調低至9宗，推動合
作夥伴們朝着更高的安全標準進發。」
房委會新工程地盤方面，2016年的每

千人意外率為6.8宗，較2015年的9.2宗
減少26%，相較2006年的11.5宗，10年
間下跌41%。
維修工地方面，2016年的每千人意外

率與2015年同為1.5宗，但相較2006年

的11.3宗，10年間大幅下跌87%。
研討會每年由房委會與職業安全健康

局合辦，向建造業及物業管理服務業界推
廣工地安全信息，並提供一個恒常的交流
平台，讓業界持續分享在安全作業模式方
面的經驗和心得。多年來這個平台已成功
在不同工作層面，向管理層至前線員工宣
傳安全意識，並推廣安全文化，以達至零
事故的目標。
今年的研討會主題為「設計免危害—

設計周詳減事故，施工暢順保平安」。大
會邀請了多名承建商代表及專業人士，向
近600名參與者提供實用資訊並分享經
驗，講者除了介紹設計創新的安全裝置之
外，並鼓勵業界審慎設計每一個工作流
程，從規劃、設計至實施階段必須以安全
為前提，務求從源頭杜絕事故發生。

確保前線安全 促工地零意外

■■應耀康應耀康（（前排左九前排左九））與黃天祥與黃天祥（（前排左八前排左八），），日前在日前在「「工程和物業管理工地安全研工程和物業管理工地安全研
討會討會20172017」」上上，，與各協辦機構代表及講者合照與各協辦機構代表及講者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日前到訪規劃署，親身
了解該署的工作和服務，並與署方人員會
面。今次是羅智光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後，首次進行的部門探訪，他將陸續到訪
各政府部門，以實地了解部門運作，並加
強與管職雙方的相互溝通和促進員工關
係。
羅智光在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

達明陪同下，首先與規劃署署長李啟榮及
首長級人員會面。他從同事的簡報中知悉
署方如何擬備各類規劃圖則，為土地的適
當用途和發展提供指引。羅智光隨後參觀
展城館，聽取同事講解香港不同的城市規
劃項目。展城館由規劃署的專業事務部負
責管理，是香港首個以規劃和基建發展為
主題的展覽館，展示了本地主要的規劃建
議和基建項目，及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羅智光亦參觀了館內正進行的「印象

∞香港」展覽。展覽以「香港無限」為主
題，以互動方式展示如何通過城市規劃及

基建發展，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在行程結束前，羅智光與部門各職系

的員工代表茶敘，就員工關注的事宜交換
意見。他讚賞同事盡心和努力工作，並勉
勵他們繼續提供優質、高效及專業的服
務，使香港成為更宜居、具競爭力及可持
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

羅智光訪規劃署 與管職增溝通

■■羅智光日前到訪規劃署時參觀展城館羅智光日前到訪規劃署時參觀展城館，，
了解本地主要的規劃建議和基建項目了解本地主要的規劃建議和基建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適逢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和赤柱監獄投
入服務80周年，懲教署日前在赤柱職員
訓練院和香港懲教博物館舉辦「赤柱監獄
八十載」開放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南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陳郁傑、香港航海學
校校監趙不求、南區區議會區議員陳李佩
英、聖士提反書院校長楊清、懲教署助理
署長伍秀慧及懲教事務總監督陳偉健等主
持開幕禮，為活動揭開序幕。學生、慈善
服務團體、非政府機構服務對象、懲教署
職員及其家屬參與了該次活動，了解赤柱
監獄歷史演變和懲教人員入職訓練。
為展示赤柱監獄80年的發展，開放日

特意設置立體背景拍照區及「時間長
廊」，利用不同的展板及影片方式向訪客
介紹赤柱監獄80年來的進程及發展里
程。自1937年成立開始，赤柱監獄投入
服務，經歷多個不同時期，以至近年香港
回歸後的發展，見證懲教署致力確保穩妥
的覊管環境，與各界持份者攜手創造更生

機會，亦通過社區教育提倡守法共融觀
念，從而達至保障公眾安全和防止罪案的
任務。

VR技術全面接觸監獄面貌
當日現場設有虛擬實境技術體驗，讓

參觀人士可全面接觸監獄的真實面貌，分
別置有4條路線，包括工作及職業訓練、
膳食及醫療、囚室及特別組和更生及社區
教育工作。參觀人士可在槍械及防暴裝備
展示區拍照，亦可前往懲教博物館參觀，
或在赤柱監獄立體背景區拍照。開放日還
有入職訓練介紹及招聘活動簡介。
動態表演環節包括香港懲教風笛隊聯

同民眾安全服務隊表演大合奏、懲教署儀
仗隊步操表演，及警衛犬隊表演及動感戰
術示範，參觀人士欣賞到精彩的演出。
赤柱監獄1937年投入服務，位於赤柱半
島東頭灣道末端，是一所高度設防院所，
羈押男性成年在囚人士，認可收容額為
1,511人。該監獄依照《監獄條例》（香
港法例第二百三十四章）的規定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會福利
署早前宣佈，「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劃」
將繼續啓航，5間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在
2017年度至2018年度將提供約400個培訓
名額，為有志投身社福護理行業的年輕人
提供理想出路。社署發言人表示，政府於
2015年7月推出啓航計劃，鼓勵年齡介乎
18歲至25歲，已完成中五課程或擁有同等
學歷的年輕人投身安老及康復護理服務，
由2015年度至2016年度起的未來數年提供
共1,000個培訓名額。
發言人指出，5間營辦機構（即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基督教靈實協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香港明愛及東
華三院）在過去兩年共招收了569名學員。
透過啓航計劃，有志在社福界護理工作
發展的年輕人可獲安排聘用和培訓，包括

由政府資助他們就讀兩年兼讀課程，讓他
們邊學邊做，並可隨着職業路線圖發展個
人事業。
發言人說：「在啓航計劃下，參與計劃

的年輕人會被安排在安老或康復服務單位
從事護理工作。在此之前，營辦機構會安
排年輕人先修畢行業導向課程，包括『護
理員』及『急救證書』等課程，為他們進
入護理行業作好基本準備。」
每名學員會在其受聘的單位工作每周44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於2017至2018年
度參加計劃並入職為護理員的學員將獲發
起薪每月10,670元。當學員成功註冊為保
健員，每月月薪將提升至12,820元，提供
工作崗位的服務單位，也會為年輕人提供
師友輔導及就業指導和支援，以協助他們
適應工作環境。

青年學員在入職後，將被安排在一間認
可的訓練學院修讀兩年制的兼讀課程；課
程費用將以先墊支後發還的模式處理。
學員成功完成每年的課程並獲訓練學院

發出證書後，課程費用將按年發還。學員
成功完成兩年兼讀課程後，將可獲認可達
到資歷架構第三級或第四級別的學歷。
發言人續說，各啓航計劃的營辦機構已

積極展開各項宣傳活動，包括舉行簡介及
招聘日介紹他們的計劃特色和相關資料。
另外，社署早前為啓航計劃製作了宣傳

短片，邀請了參加計劃的學員及其服務單
位的指導員現身說法，分享他們的經驗和
對啓航計劃的看法，並鼓勵年輕人投身社
福護理行業。
市民可透過以下連結觀看短片：youtu.

be/eFWd6K9LiNI。

青護服務啓航 400名額接受申請

赤柱監獄開放日 展八十載發展里程

汪偉諾一家很早已跟水警結下淵源。其
祖父曾在太古船塢工作，並監督兩艘

水警輪的建造、汪父則於1967年加入警
隊，曾為其中一艘水警輪的指揮官，至
1997年以總警司職級榮休。
汪偉諾則於1994年成為警務督察，2002
年起於水警總區不同單位工作至今，現時
為水警南分區指揮官。
汪偉諾表示，由於父親曾在警隊多個單
位工作，如警察機動部隊、衝鋒隊，以至
水警北分區指揮官，對其工作心生嚮往。
他並說：「想到爺爺在水上工作，爸爸是
水警人員，感覺自己也要追隨他們在海上
執法，維持治安。」

盼像父親「萬能」解決問題
林卓倫於1992年加入警隊，4年後轉到水
警工作至今。林浩俊表示，自小父親常帶
他與弟弟參與警區開放活動，讓他們逐漸
認識到警隊的工作和抱負，並立志從警。
林浩朗便說，父親在水警輪甲板和輪機
兩項工作範疇均獲得專業資格。即使家中
電器或水電系統出現問題，他都可應用專
業技能把它維修好。他說自小便想追隨父
親步伐加入警隊，像他一樣「萬能」般解
決問題。
每當工作遇到困難時，能向經驗豐富的
父親徵詢意見便最好不過了。汪偉諾憶
述，從警不久後，便要處理涉及死者的案

件，幸得父親在處理個人情緒上給予寶貴
意見。他說︰「我時常謹記父親教誨︰要
多徵詢同袍意見，因為他們在警輪上的實
務經驗比我更豐富。但不要忘記，我必須
自己做最終決定並為此負責。」即使父親
已退休，現居英國，遇上難題汪偉諾仍會
向他討教，「他經常鼓勵我要做得更
好。」

聊工作樂與辛 媽媽插不上口
林卓倫也表示，自兩兒從警後，父子仨

感情更深︰「以前都是由我一個向妻兒分
享工作趣事。現在兩子與我在同一警區工

作，不時都會聊到工作的樂與辛，媽媽反
而插不上口。」林浩朗笑言，爸爸更會在
「家庭樂」時間向他們「問書」及講解航
海和海上安全的工作知識。
林浩俊則希望繼續從父親身上學到更

多：「現在充分體會到爸爸工作的辛勞，
我和弟弟都更加尊敬他，並會跟隨其步
伐，在水警輪甲板的工作範疇上發展。」
林卓倫對兒子跟隨自己投身警界感到欣

慰︰「這證明了他們在家庭中幸福成長，
並充分認同父母的教導和照料。」
他期望二人透過警隊提供的持續培訓，

繼續努力學習，他日可以青出於藍。

■■林卓倫林卓倫（（右二右二））一家三代同為警務人員一家三代同為警務人員。。 《《警聲警聲》》圖片圖片

■■汪偉諾會讓其女兒自由發展汪偉諾會讓其女兒自由發展，，說不定她會說不定她會
成為下一代警務人員成為下一代警務人員。。 《《警聲警聲》》圖片圖片

■■汪偉諾汪偉諾((中中))與他的父親與他的父親
及祖父及祖父。。 《《警聲警聲》》圖片圖片

■■動感戰術示範動感戰術示範。。

■■警衛犬隊的表演警衛犬隊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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