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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退而不休」成就口琴樂團
譜奏和諧樂章 促進團結共融

勞福局公務員局環境局社福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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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光訪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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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親身了解該
署的工作和服務，並與各職系同事見面。在公務
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陪同下，羅智光首先
與民政總署署長謝小華及部門首長級人員會面，
聽取部門在促進政府與社會各階層的聯繫，及在
推動地區行政發展等工作的最新情況。
他接着探訪種族關係組，了解同事協助少數族

裔人士融入社區的支援服務和宣傳多元文化信息
的工作。羅智光隨後前往灣仔民政事務處，聽取
同事簡介他們協辦社區活動及跟區議會聯絡的工
作情況。他亦前往灣仔民政諮詢中心，了解中心
為市民提供的一般查詢及宣誓服務。
羅智光最後與部門各職系的員工代表茶敘，就

他們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他讚賞同事盡心努力
為市民服務，並勉勵他們繼續加強與社會各階層
的緊密聯繫。

黃錦星：將推源頭減塑贏「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不少

公務員在任期內一直兢兢業業，為的

是一個服務大眾的承諾，但其實他們

於工作以外也利用一己之長，積極貢

獻社會，退休後亦「退而不休」。最

新一期《公務員通訊》的退休公務員

專欄便訪問了於2013年退休的譚顯

偉。他退休前任職社會福利署高級社

會工作助理，於政府內致力促進同事

之間和諧共融；於政府外則積極協助

籌備口琴演奏活動，把和諧優美的旋

律帶到世界其他角落。

求學時期的譚顯偉與許多年輕人一
樣，不大清楚自己將來應從事哪個

行業，直至有次參加學校的植樹活動，從
此心中燃起一團熱火，積極擔任義工，並
決意投身社會工作專業，立志造福人群，
其後一直朝着目標邁進。
譚顯偉於1973年甫畢業便加入政府，
先在司法機構擔任助理文員，及後轉職社
署當社會工作助理。他早前接受《公務員
通訊》訪問時表示，加入社署是因為他喜
歡與人交往，為市民服務。譚顯偉於社署
最初負責處理公共援助計劃的個案，亦即
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需廣泛接
觸貧苦大眾。
他說：「我記得當時每個月要處理近
百宗個案。在那個年代，許多樓宇都沒有
升降機，上門探訪要花不少氣力。」

熱衷社會工作接觸各階層人士
譚顯偉熱衷於社會工作，服務社會的
使命感令他決意留守社署，一做便是40
年，直至2013年退休。
這份工作讓他有機會接觸社會各階層
人士，包括鰂魚涌一所男童感化院舍的院
童、香港仔一所殘疾人士康復中心的宿
友、港島區由石澳以至中環的露宿者、家
庭服務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及長期護理服務
編配系統辦事處的長者等等。
1994年至2010年間，譚顯偉積極參與一
個社會工作助理協會的事務，代表公務員
同事向管方反映意見。他說，在協會成員
全力爭取下，社署將多個高級社會工作助
理的職位升格為總社會工作助理。譚顯偉
說：「這是對社署人員的實際工作予以肯
定，也可挽留優秀人才，為市民提供優質
服務。」他亦在工餘參與一個儲蓄互助社
的工作。互助社是由社署職員組成的自助
組織，向社員提倡儲蓄服務，並為有需要
的社員提供貸款，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曾組代表團出訪各地音樂節
譚顯偉的兒子畢業於香港英皇書院。

兒子在校期間，他曾出任該校家長教師會
創會主席，至今仍是該會的名譽顧問。英
皇書院於1951年成立口琴隊，是本港歷
史最悠久的口琴合奏團之一，享負盛名。
譚顯偉說：「我本身不會吹口琴，但我利
用在公務生涯所累積的經驗，協助該會處
理會務，包括安排代表團出外參與國際音
樂盛事。」他曾協助該會籌組代表團參加
世界各地的音樂節，地點包括內地台灣、
馬來西亞、新加坡、德國和巴林。
為代表團安排行程絕非易事，後勤工

作須大費心力，以確保一切順暢。他說：
「我通常在外訪前8個月開始籌備，包括
預訂價格相宜的機票及安排目的地的住宿
和交通，亦會為代表團安排一些觀光活
動，讓團員到周邊地方或鄰近國家的景點
遊覽，細味當地文化。樂團中有不少樂手
是學生，他們可能從未踏足出訪的地區。
這些出訪行程正好為他們提供難得的學習
機會。」
雖然譚顯偉沒有上台演奏，但所有與

代表團外訪相關的事務與後勤安排都由他
負責，讓樂手可專心演出，無後顧之憂。
譚顯偉於2013年正式結束公僕生涯後

的第一天，便馬不停蹄地立刻投入香港口
琴協會的工作。他說：「當年10月28日
是我放取退休前假期的前一天，我就在當
晚趕搭夜機飛往德國，為的是確保樂團能
夠參加當地舉行的國際音樂節。」
一直以來，口琴隊都參加四年一度的

世界口琴節，表現備受國際讚賞。香港口
琴協會得以持續發展，除樂團成員的非凡
音樂造詣外，還有賴譚顯偉於幕後默默耕
耘。他說：「協會不斷茁壯成長，我於
2005年第一次與協會前赴德國時，成員
有50人，至2017年已超過13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日前到訪大埔區，探望入住護理安老
院的長者，勞福局副局長徐英偉亦有同行。羅致
光在大埔民政事務專員呂少珠和大埔及北區福利
專員任滿河陪同下，首先前往位於船灣的東華三
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該院為體弱而未能自我照
顧起居的長者，提供住宿和起居照顧、膳食及護
理等服務。
羅致光探望了患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並參觀照

顧認知障礙症及體弱長者的不同小區。他得悉護
理人員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專責在固定的小區當
值，按該小區長者的需要安排合適照顧及活動，
這樣有助提升服務質素和改善護理人員與院友及
院友家屬的關係。他又與院友及家屬就小區管理
模式交流，聆聽他們的意見。其後，他到大埔區
議會與區議員會面，了解區內最新發展和關注的
議題，並就地區事務交換意見。

羅致光訪大埔安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漁護署將於後
日(13日)起至下月18日，先後在香港仔、筲箕
灣、長洲、三門仔、沙頭角、青山灣及西貢7個
漁港為漁民的狗隻注射狂犬病疫苗、植入晶片及
續領牌照。是項服務自1980年開始，每半年進
行一次，目的是為長期出海作業的漁民所飼養的
狗隻提供續領牌照及狂犬病注射疫苗服務。流動
注射隊的工作時間為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每隻狗的服務收費為80元。漁護署至今已為漁
船上的狗隻注射逾7,300劑疫苗。

1987年後未有「瘋狗症」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這是政府積極預防狂犬病

而採取的多項措施之一。俗稱「瘋狗症」的狂犬
病是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的致命疾病。在漁船上
的狗隻，由於有可能在外地與其他動物接觸，故
較容易染上狂犬病。發言人說：「雖然香港在
1987年後未有動物狂犬病個案，但我們仍須保
持警覺，防止狂犬病再次出現。」
根據《狂犬病條例》，所有超過5個月大的狗

隻都必須領有牌照、植入晶片和接種狂犬病疫
苗，狗隻亦須其後每隔不超過3年再接種狂犬病
疫苗及續牌，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1萬元。

漁護署訪7漁港
為狗隻打狂犬針

許多人勞碌大
半生為口奔馳，
退休後會選擇盡

情與家人享受生活，但亦有不少人仍
退而不休，繼續服務社會。譚顯偉
說：「我沒有特別為自己定下退休計
劃，只是在退休後盡情享受自由自在
的生活，但也一直與各方友好保持聯
絡並抽空當義工，生活挺充實。」
他寄語公務員同事：「退休後，你

會有很多時間與伴侶相處，你有什麼
計劃，都應讓另一半參與其中。鶼鰈
情深，退休生活會更加幸福美滿。」
譚顯偉表示，退休後有更多時間為

太太下廚，也可經常探望住在附近的
兒孫，而他與太太也熱愛遠足，故經
常漫步於香港仔水塘、數碼港海濱和
鴨脷洲一帶。譚顯偉也醉心攝影，不
時拍攝旅遊的風景與人像，在台灣旅
行時拍攝的一幅海景照是他的得意作
品之一。

他表示，近年有很多旅遊機會，單
是去年已先後與親友外遊6次，又與
香港口琴協會代表團到外地演奏兩
次，「總的來說，我較喜歡到亞洲國
家，因為這些地方與香港距離較近，
天氣也較歐洲國家溫暖，而且我鍾情
亞洲美食。」

保持輕鬆心態面對退休
作為一名已退休人士，譚顯偉也分

享其退休心得，並提出3個盡情享受
退休人生的建議：「首先培養一些嗜
好，讓自己精神有所寄託。第二，與
外界保持緊密聯繫，多與朋友、舊同
事和舊同學聯誼，要四出郊遊，不要
侷促一隅。第三，放鬆心情，豁開懷
抱。」他表示，如因為周遭的事情感
到不快，應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從
容面對，「大家可別忘記，辛勤工作
多年，退休後應放慢腳步，好好享受
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充實退休計劃 享受往後人生

■羅致光（左四）到訪大埔區，探望入住東華三院
包兆龍護理安老院的長者，與長者合奏非洲鼓。

■羅智光（左二）到訪民政事務總署，參觀灣仔
民政諮詢中心，了解中心為市民提供的一般查詢
及宣誓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早前發表網誌，回顧及簡介
政府營造創新社區環保站「綠在區區」
時表示，「綠在區區」的回收成效正步
步上揚，但「塑戰」不會單靠「綠在區
區」，政府正積極推展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並同時研究塑膠樽相關生產者責任
制，以及中央收集廢膠樽計劃等。
黃錦星表示，「塑戰」是今年世界環
境日的主題，因一次即棄塑膠用品影響
全球各地及水域環境，包括香港。他的
日常「塑戰」例子，如不買樽裝水、不
要塑膠購物袋、不要膠飲管等，具體就
是行山時「自己水壺自己帶」、購物時

「自備環保購物袋」及喝涷飲時揚聲
「走飲管」！ 因為綠在人人，源頭減塑
要先行。
他表示，近年政府營造「綠在區區」，
並夥拍民間團體推動社區環保協作，加強
與街坊互動，支持惜物減廢及乾淨回收，
包括「塑戰」行動。
其中「綠在區區」將覆蓋七區，遍及港
九新界。

「綠在區區」增水機
他續說，各「綠在區區」的空間設計

均力求整潔簡約又環保創新，「豈止回
收站咁簡單，更不是垃圾站」。他指

出，自己在天時暑熱逛街吸地氣路經
「綠在區區」時，或會到此「撲水」，
因站內有水機讓街坊自携水壺添水。他
多次到訪不同「綠在區區」時亦見街坊
聚首一堂，閒來逛逛和幫幫手及參與環
保社區活動。

三區回收成效顯著
黃錦星指出，「綠在區區」站站多

用，具可塑性，正積累實戰經驗，籌劃
優化空間。回收方面，現時設「七色回
收」，即主力支援社區收集價值相對低
的可回收物，包括舊電器、玻璃樽、慳
電膽及光管、充電池及多種型號廢膠，

亦按需要收集廢紙及金屬。
據他觀察，市民帶來的可回收物大致

乾淨整潔，分類仔細，該些「乾淨回
收」的上游工夫大大有助提升回收的
「質」與「量」，回收出路自然可更有
價值及具信心。單計今年首季，「綠在
沙田」、「綠在東區」及「綠在觀塘」
各自的回收量，平均每天逾1公噸，回收
成效正步步上揚。
但他表明，「塑戰」不會單靠「綠在

區區」、「零廢FUN墟」等，政府正積
極推展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並同時研究
塑膠樽相關生產者責任制及中央收集廢
膠樽計劃等。

■譚顯偉（前排右一）與香港口琴協會樂團成員在2017年世界口琴節祝捷音
樂會上合照。 公務員事務局供圖

■譚顯偉非常享受與太太在日本北海道網走市天都山花園度過的歡樂時光。
公務員事務局供圖

��

■譚顯偉

■■「「綠在區區綠在區區」」走入屋苑走入屋苑，，
協助回收物料協助回收物料。。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 常 設 的常 設 的 「「 七 色 回七 色 回
收收」，」，亦會指導市民將亦會指導市民將
廢膠分類廢膠分類。。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