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

A24 公 務 員 專 版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

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

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

處理海上垃圾 塔門長洲優先
環署更新29名單 新增14地點

環境局渠務署公務員局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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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光：讓實習殘疾生「周身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羅智光日前頒授實習證明書予28名參加政府
實習計劃的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展亮
中心）學生，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繼續努力，在職
場上發揮潛能。
公務員事務局於去年10月安排展亮中心的28

名學生到17個決策局和部門，進行為期8星期的
實習。

擬大增實習名額至百個
羅智光日前與他們見面時表示，行政長官在施

政報告中提出，政府會在2018年大幅增加殘疾學
生的實習生名額至100個，讓更多殘疾年輕人有
機會在政府實習，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有利
他們日後投入職場。
陳綽盈、李浚生與梅浩德是其中3名實習生，
主要協助部門處理文書工作。陳綽盈感謝同事的
悉心指導和鼓勵，讓她可以由淺入深，逐步學
習。

她表示，實習計劃給予她珍貴的學習機會，她
計劃於畢業後投考政府文書助理職位。

實習生與同事參加馬拉松
實習計劃除了讓學生汲取實際工作經驗，更有

機會學習與人溝通和相處。實習期雖然只有8星
期，李浚生和同事已經成為朋友，更相約一起參
加即將舉行的「香港馬拉松」。
除了日常工作外，實習生亦有機會參與不同活

動。在行政長官辦公室實習的梅浩德便在香港禮
賓府開放當日，協助接待參觀人士及為他們拍照
留念。他指出，直接服務市民這個體驗令他十分
難忘。
負責督導實習生工作的政府同事均讚賞他們積極

認真的工作態度，認為該些同學在合適的崗位上，
工作能力並不亞於其他同事。
羅智光亦表示，除了增加名額外，公務員事務

局亦會讓實習生接觸更多元化的工作，令計劃更
加充實。

公務員事務局自2016年起為本地殘疾大學生及
展亮中心的學生推行實習計劃，讓他們汲取實際工
作經驗，同時令政府同事有更多機會加深了解殘疾
人士的才幹和潛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
在渠務署署長唐嘉鴻陪同下
參觀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參觀了地下蓄洪池、泵房、
控制室及覆蓋泵房上蓋的草
地小山坡等設施，並聽取唐
嘉鴻簡介工程背景。張建宗
高度讚揚渠務署在進一步提
升跑馬地和灣仔一帶的防洪
水平的工作。整項計劃的核
准工程預算為10.7億元，於
2012年9月展開，設施去年3
月全面啟用。
張建宗欣悉第一期蓄洪池

於2015年3月啟用後，已於
2016年10月的一場黑色暴雨
及去年8月十號颱風天鴿襲港
期間，充分發揮重大防洪功
能，令跑馬地遊樂場及馬場
免受水浸威脅，並樂見計劃
除了為市民帶來防洪保護，
同時在地面提供綠油油的康
樂休憩空間。

工程省近9000萬

整個蓄洪池去年3月全面啟
用，較預期提早一年完工，
加上其他減省措施，共節省
近9,000萬元工程費用，相當
於工程最終目標價格的8%。
張建宗讚揚渠務署人員秉

持專業精神，以具經濟效益
和合乎環保的方式，為香港
提供世界級的污水和雨水處
理基建設施，有效促進香港
的可持續發展。
蓄洪池利用全港首組智能

水閘，實時監控區內排水系
统及下游出水口潮水的水
位。蓄洪池容量達6萬立方
米、相等約 24 個標準游泳
池，可適時和有效地暫存和
排走在暴雨期間收集的雨
水，減低下游排水管道的負
荷，紓緩水浸風險。
蓄洪池採集地下水及雨水

的最高處理量為每年22萬立
方米，相等於88個標準游泳
池的容量。所採集的地下水
及雨水會主要用作球場灌
溉、洗滌和沖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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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日前到
訪荃灣區，並在荃灣區議會副
主席黃偉傑及荃灣民政事務專
員葉錦菁陪同下，視察興建中
的荃灣體育館，了解其環保特
色；與區議員會面及參觀區內
的可風中學。
興建中的荃灣體育館已獲香港

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綠建環評1.2
版（新建建築）暫定金級證
書」，其屋宇裝備設施符合環保
節能原則，除天台及懸垂綠化
外，其燈光及熱水系統採用太陽
能，部分設施則利用天然光照射
或日照感應系統加強節能效果，
又利用節水花灑系統以減少耗用
水資源。
黃錦星隨後到訪荃灣區議會，

與主席鍾偉平及區議員會面，了
解他們對地區環境事務的關注及
對政府環保施政的意見。
黃錦星強調，要有效減少廢

物棄置堆填區，源頭減廢至為
重要，政府一方面盡快向立法

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
草案，以提供經濟誘因，促使
市民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另
一方面繼續與區議會和其他持
份者合作，透過不同類型的公
眾教育活動，鼓勵市民惜物減
廢，齊齊「揼少啲、慳多啲、
識回收」。

訪可風中學讚「綠色校」
結束訪問行程前，黃錦星到可

風中學參觀。該校於2016年獲環
境運動委員會頒發「香港綠色學
校獎」銅獎。
校內除進行光管改善工程推動

節能和裝設太陽能熱水器及設立
有機耕種區外，並設有學生環境
保育大使，在校內協助推動減廢
回收，包括推行環保袋重用及飲
品塑膠樽回收等。
黃錦星讚揚該校的綠色校園計

劃，有助培育學生的環保意識。他
鼓勵學校師生除在校園內，也要在
日常生活持續實踐低碳減廢理念，
並向家人和朋友推而廣之。

■張建宗（右二）參觀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觀看計劃模型並聽取唐
嘉鴻（右一）簡介工程背景。右三為麥嘉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會福利署
今年將會分別提供200個全日制登記護士（普
通科）以及30個登記護士（精神科）的訓練名
額，課程為期兩年，歡迎合資格的人士報讀。
社署發言人表示，為了紓緩社福界登記護士人

手短缺的情況，並提升照顧服務質素，社署於
2006年起共舉辦了14期社福界登記護士訓練課
程。
由於社福界對登記護士人手仍需求殷切，社署
現再開辦新班，並委託香港公開大學自2017年起
連續4年提供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旨在裝備學員成為稱職和關懷受助人
的專業護士，分為登記護士（普通科）和登記護

士（精神科）兩個範疇，前者是藉香港公開大學
舉辦的「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課程編
號：HDNSGF1）提供，而後者則是透過香港公
開大學舉辦的「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
（課程編號：HDNSMF1）提供。
訓練課程於9月3日開課，在香港公開大學位
於何文田的校舍進行，並由該大學安排進行相關
的臨床實習。
申請人必須在訓練課程展開時年滿18歲，及在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獲得5科成績為二級或以上，
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其他兩科甲類
和乙類科目；或完成副學士先修課程；或具備同
等學歷。

社署將全數資助學員的學費，但學員必須在
兩年內完成課程並達至畢業要求，並簽署承諾
書，表示願意在受訓完畢後，於提供安老服
務、康復服務、家庭及兒童服務或感化服務的
社福界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任職登記護士
（普通科）或登記護士（精神科），為期不少
於連續兩年。學員如違反以上承諾，則須向社
署退還學費。

2月28日截止申請
有關的課程內容可參閱香港公開大學網頁，申

請者必須於該大學網上入學申請系統（www.
ouhk.edu.hk/FTUG_application）填寫及遞交申
請；亦可透過社署網頁（www.swd.gov.hk/tc/
index/site_whatsnew）連結至該大學相關網頁。
截止申請日期為2月28日。

黃錦星：銀彈誘因促源頭減廢

■黃錦星參觀可風中學，了解學校推行的減廢回收計劃。

社福界護士課程招生 社署「畀晒學費」

■羅智光與完成政府實習計劃的展亮技能發展中
心學生見面。

新優先處理海上垃圾地點名單
14個新增地點
■塔門（東）

■塔門（西）

■馬鞍山海星灣

■東龍島

■石澳後灘泳灘

■石澳泳灘

■南丫島蘆荻灣

■長洲東灣泳灘

■長洲東灣

（非刊憲泳灘部分）

■大嶼山十塱灣

■大嶼山鹹田

■大嶼山長沙

（非刊憲泳灘部分）

■大嶼山塘福

（非刊憲泳灘部分）

■大嶼山石壁大浪灣

資料來源：環保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15個現有地點
■大埔汀角

■大埔沙欄

■大埔鹽田仔

及馬屎洲連島沙洲

■石澳垃圾灣

■鶴咀太古海洋

科學研究所旁沙灘

■南丫島索罟灣

■南丫島石排灣

■大嶼山三白灣

■大嶼山稔樹灣

■貝澳泳灘

■大嶼山水口

■大嶼山分流

■大嶼山大澳

■屯門龍鼓灘及龍鼓上灘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

各項措施當中，海事處的承辦商由去年10月1
日開始，每日提供約80艘各類型船隻在香

港水域清理海上漂浮垃圾，並向在碇泊區和避風
塘內的船隻加強生活垃圾收集服務。船隊中包括
6艘新型快艇和2艘裝有機械裝置的雙體船，以
提高清理狹窄水域海面垃圾的效率和加強清理離
岸水域的海上垃圾。近岸清潔隊的數目亦由2隊
增至3隊，以加強清理近岸區的垃圾。
清潔海岸方面，漁護署、食環署、康文署及海事
處等多個部門於過去逾兩年以來，一直按工作小組
於2015年4月公佈的研究報告，加強了在27個需
優先處理海上垃圾地點的清潔工作，把每年的清理
行動總次數大幅增加近50%。為更好運用資源改善
海岸清潔，環保署亦重新評估了全港各區沿岸地
點，按潔淨度、垃圾收集量、清潔頻率、地理及水

文條件、公眾暢達程度、生態價值受公眾關注等因
素，更新需優先處理地點的名單。

12地點清潔情況顯著改善
新名單共有29個優先處理地點，分別為15個

現有地點及14個新增地點（見表），包括塔門、
石澳、長洲東灣泳灘等地區。相關部門會按實際
情況，加強清潔新名單中的各個地點。以往27個
優先處理地點當中，12個地點的清潔情況已顯著
改善，因此毋須列入新名單作優先處理，但相關
部門仍會繼續維持該些地點現時的清潔頻率。
工作小組於去年10月舉辦了公眾參與會，向社

區團體和公眾簡報政府應對海上垃圾的工作，同
時讓出席者與工作小組成員部門的代表直接交流
與應對海上垃圾和海岸清潔有關的議題。

在區域合作方面，香港於去年5月試行運作海
上垃圾通報警示系統，實時監控香港和廣東省珠
江流域13個城市的雨量數據，預測粵港兩地可能
出現大量海上垃圾的地區。相關通報機制自運作
以來先後7次因暴雨、水浸或重大環境事件而啟
動並進行通報。工作小組會繼續透過粵港海洋環
境管理專題小組與廣東省加強合作。
工作小組各成員部門會繼續推進各項改善措

施，包括與非政府機構及社區團體合辦海岸清潔
日活動、舉辦各類型宣傳和教育活動及透過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與海岸清潔有關的活動項
目，以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並鼓勵市民改變日
常習慣，從源頭減少製造廢物和避免垃圾落入海
中。相關資料詳列於工作小組的專題網頁：www.
epd.gov.hk/epd/clean_shoreline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保持海岸清潔，自2012

年11月成立海岸清潔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以來，相關部門已累計

獲增撥共約9,000萬元，用於加強清理、巡邏和提供支援和設施等。其中，

環保署早前重新評估了全港各區沿岸地點，並更新29個需優先改善海岸清

潔地點的名單。

■清潔人員清理
沙灘垃圾。

資料圖片

■承辦商船隊中
的新型快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