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首誕女遠洋船輪機長
郭詠恩：在船上最大挑戰不是性別，是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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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相信
這次在上海的實習經歷必定有助於我
們提升語言能力、以及我們對內地的
民生及營商環境的了解，為我們未來
投身於社會工作做好準備。」來自香
港中文大學的李美瑩在2019「星動上
海．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
地實習計劃」開幕式上如此表示，她
即將和其餘27名大專院校的港生一起
在滬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實習，親身體

驗並感受內地的職場實況和當地生
活。
此次活動是由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

共青團上海市黃浦區委承辦。28名來自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等 12所院校的港生將在滬實習交
流，在積累工作經驗和拓寬人際網絡的
同時，更進一步了解國情。

港生盼學習實用經驗
「香港在大灣區的定位為推動專業服

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的發展，並建設亞
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相信內
地在創新及科技的應用，對於香港未來
發展建設高效能及具認受性的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極具參考價

值。」李美瑩在開幕發言時坦言希望感
受內地與香港的不同優勢，並希望學習
更多實用經驗。
在她看來，上海作為中國經濟最發

達的城市之一，與香港同樣扮演着國
家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角色。
「近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尤
其在創新及科技的成就尤其巨大，其
中為人熟識的微信、支付寶等為生活
帶來了不少便利。」她希望在內地實
習過程中，亦可以實地感受科技便
利。

戚顯蕙：為國育高素質青年
上海黃浦區委統戰部副部長戚顯蕙表

示，青年是祖國的未來，希望通過此次

機會大力培養香港大學生的實踐能力，
盡力為學生提供多崗位鍛煉、多方面學
習的機會，為港生融入社會、磨練意
志、增長才幹提供重要機會，亦為祖
國、社會的發展培養一支高素質青年人
才隊伍。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

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楊明奇表
示，香港青年內地實習活動得到港生積
極回應，表明港生渴望對上海這座城市
進行了解和認知，他希望港生通過此次
機會體驗感受上海的一切，包括內地與
香港很不一樣的職場文化。他相信「這
是一次難得的學習、體驗和自我提升的
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來自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的鍾
曉霖直言，之所以參加此次實習，
是希望畢業後有機會去內地發展，
「其實我一直想畢業後有機會去內
地發展，而且上海和香港相似的地

方很多，也都是國際化的大城市，所以我參加了這
一次未來之星的實習計劃。」
鍾曉霖此次將要在上海農商銀行擔任分行業務

經理助理，雖然與她原本的專業並不算「對
口」，但在鍾曉霖看來，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機
會，甚至可能幫助自己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我原來是學習媒體及社會傳播的，但是這一

次實習也將讓我接觸不同的方面，而且相信也可
以提高溝通能力，我相信這會是一次非常重要有
意義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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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赴滬實習 體驗職場生活

嘗任銀行助理
為未來添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兩岸暨港澳消費者信心指數昨日發
佈。統計顯示，2019年第二季度，內地
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為100.40，香港錄得
77.70， 澳 門錄得 89.64， 台 灣錄得
82.90。香港在兩岸四地中繼續包尾，較
上一季度下降4.1%，按年下降10.5%，
處於5年來最低水平。
消費者信心指數統計時滿分為 200

分，指數大於100時，表示受訪者「有
信心」，而當指數小於100分時，表示
受訪者「信心不足」。
今年第二季度，港人對經濟發展方

面的整體指數為79.2，對購買房屋指數
只得51.1，經濟發展和購買房屋信心都
顯著下滑。港人對物價狀況的整體指
數為67.6，對投資股票的整體指數為
77.1，物價信心及投資股票信心微跌。
相比而言，就業與生活消費表現較為
亮眼：港人對就業狀況的整體指數錄
得91.9，與上一季度相同，就業信心平
穩；港人對生活消費狀況方面的整體
指數為99.1，該項仍然是港人最有信心
的範疇。
對於此次調查，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管理科學系一共訪問了1,005位年滿18
歲並在本地常住的香港居民，在95%的
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為1.5個百分點。
城大管理科學系的專家指，整體上，香
港所有分指數均低於100，顯示港人對各
個範疇均欠缺信心。
加拿大香港社團聯合總會會長陸炳

雄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日香港發生
的一系列暴力違法行為，對香港的社
會穩定造成衝擊，這肯定會給香港市
民的正常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反映
在消費信心上，就是統計指數的顯著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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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詠恩畢業於IVE的機械工程學專
業，並取得高級文憑。她形容自己

從小就「坐唔定」，總要拆開機器一探
究竟，大專的專業選擇十分適合自己，
但當時還對航運一無所知，亦未立志入
行。踏足航海，是因一次偶然的機會，
郭詠恩即將畢業參加招聘會時，得知商
船公司正在招人，當時有幾位同學考慮
加入，她想到做船員可以在受薪的情況
下去世界各地看看，便也躍躍欲試。
最初與船公司簽訂的合約僅有6個
月，郭詠恩作為剛出校園的新鮮人，
想着「半年時間在人生裡並不長，不
管喜歡也好，討厭也好，就當是一份
經歷」，卻不料在這間公司一做就是
11年，從此與大海相伴。

遠洋生活歷練出自信心
出海的生涯有苦有甜，郭詠恩先從
見習管輪做起，慢慢升至管理層的大
管輪，即輪機部門的「第二把交
椅」，負責檢查及修理船上的機器。
現在的她非常自信，可以管理船上不
同國籍的船員，應對各類突發事件，
真正成為一名獨立成熟的女性 ，這都
要感謝多年遠洋生活的歷練。
初入行時，船上悶熱潮濕的工作環
境，以及較高體力的要求，都未使她
卻步。郭詠恩表示，現代輪船的自動
化水平已經提高，航海講究團隊合
作，大家各司其職，並非像過去需要
一個人做「超級英雄」，她說：「給
出解決方案比展現體能更重要。」
令郭詠恩真正感到挑戰的是漂泊海
上的孤獨。她要遠離親友，隻身生活

在不同種族、國籍和性別的船員中，
她在船上經常是唯一的女性及唯一的
香港人，船上生活亦很枯燥，多數時
候不能享受網絡，與家人聯絡亦只是
偶爾使用昂貴的衛星電話。

靠爸媽打氣 擋走流言蜚語
她憶述，有一次她打衛星電話回家

哭訴工作中的困難，開明的父母並非
一味安慰袒護自己，而是告訴她，
「如果想堅持下去，就要向着目標勇
敢追求；如果想要放棄就回來，家門
一直向你敞開。」她感受到了父母厚
重的愛和支持。
她說，父母不但在她低潮時給她鼓

勵，還為她阻擋了許多流言蜚語。她
初入行時，旁人對於女性進入航運業
曾有非議，或批評她做船員沒有前
途，但父母從未受到這些負面評價的
影響而勸她離開。

出色表現定可得到認同
被問及作為少數的女性從業者所遇到

的困難時，她表示，女性在男性居多的
行業需要努力到110%，但是只要展示
出足夠出色的能力，一定可以得到認
同。她希望大家不要過多在意性別，
而是用男女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
談及將來，郭詠恩表示，自己現在
僅是考取了輪機長牌照，希望將來可
以真的做到一條船的輪機長。如果某
天有「上岸」的打算，還可加入船舶
管理公司或者政府海事處，或是進修
航運法律、保險等專業，在陸上繼續
從事海事相關職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

縈）航運業過去基本由男性主

導，但是近年亦逐漸有女性入

行，香港最近還出現了首位合

資格的女性遠洋船輪機長。現

年32歲的郭詠恩從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IVE)畢業後便踏入航

運業，至今已11年餘，她從

見習輪管做起，不斷累積經

驗，升任輪機部門的第二把交

椅－大管輪，近期還考取了

遠洋船輪機長資格，成為香港

涉足此領域的傑出女性先驅。

郭詠恩指，在船上工作最大的

挑戰不是性別、體力等問題，

而是孤獨。她說，全靠父母的

支持及自己對工作的熱愛才能

堅持下來。

作為國際航運中心
的香港，現正面臨海
事專才短缺的問題。
據海事專才推廣聯盟
統計，過去高峰時

期，香港海事從業人員逾10萬人，
但上世紀80年代後，香港經濟轉
型，大型船塢相繼結業外遷，使海
員人數不斷下降，目前僅有約3萬
從業員。同時行業亦面臨人手老化
問題，本港船長及輪機長平均年齡
為66歲，船舶管理層人員亦平均在
60歲以上，整個業界急需新血。

船員前途佳 薪酬回報高
海事專才推廣聯盟召集人羅冠彬

表示，今時今日行船安全先進，船
員前途亦佳，一名完成航海訓練的
學員，由甲板實習生晉升至船長，
或由機房實習生晉升至輪機長，大
約需時8年。海員取得遠洋船專業
資格及工作經驗後，還可選擇上岸
發展，從事相關行業的管理職位，
如海事主任、物流公司經理、船舶
經理等職位。
羅冠彬同時指出，香港本地船舶

業亦正受到挑戰，香港登記及常駐
遊艇現有逾8,000艘，整個行業人手
短缺近15%，船員短缺超過20%。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輪渡

主任張國偉指出，本地水面行業除
遊艇遊輪外，還有水底維修工程。
維港已運行過百年，維持海港運轉
需要許多配套服務，如港口維修、
驗船等。而且香港近期有多項大型
工程，如珠港澳大橋，以及未來的
明日大嶼計劃等，這些工程都與水
面相關，需要人手定期維護檢修。
張國偉指，航運及水面行業薪酬

回報很高，有些公司的水手起薪已
達兩萬元，考到輪機長和船長的牌
照會有逾4萬元收入，而真正成為
船長和輪機長則月薪可高達7萬港
元，遠洋船的薪資還會更高。他認
為，港人應該改變觀念，不要怕做
辛苦滴汗的工作，其實行行出狀
元，每個行業都有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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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海員逾10萬
今僅3萬缺新血 食環首輪行動

生擒793老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環署在全港各區

進行今年首輪的目標小區滅鼠行動已於上月28日
結束，其間食環署共收集1,035隻死鼠及捕獲793
隻老鼠，並作出268宗相關檢控。該行動有效強化
地區防治鼠患工作的成效。而為期10星期的第二
期全港滅鼠運動已於昨日展開。
食環署發言人昨日表示，食環署於5月6日展開
為期8星期的目標小區滅鼠行動，以多管齊下的策
略，包括改善環境衛生、加強滅鼠及執法三方
面，在各區針對性地進行防治鼠患工作。過去8個
星期，食環署在出現鼠患的地點，例如後巷、垃
圾收集站、街市、小販和熟食市場及建築地盤的
周邊地方等加強滅鼠，在7,227個和18,545個地點
分別放置毒餌及捕鼠器、毀滅390個鼠洞、收集
1,035隻死鼠和捕獲793隻老鼠。
除了積極滅鼠，食環署人員亦加強目標小區的
街道潔淨服務和街市及小販市場的清潔工作，包
括清掃及清洗街道和後巷，以及清理街道、街市
及小販市場的雜物和垃圾，以保持環境衛生。
此外，食環署亦加強巡查街市、小販和熟食市
場、食物業處所等，並特別針對處所的衛生環境
欠佳、在後巷處理食物和清洗器具、堆放雜物及
違法棄置廢物等情況，加強執法行動。過去8星
期，食環署共進行19,406次巡查，發出5,201個衛
生建議、1,754個口頭警告、31封警告信、6封法
定通知書、412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及作出268宗檢
控。

■海事專才推廣聯盟和多個海事團體舉行記者會，作為本港首位女性考獲遠洋船輪機長資格的郭詠恩，分享她從事航海工作
的苦與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港生鍾曉霖冀未來
有機會在內地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的港生
李美瑩在開幕式上發
言。

■星動上海啟
航，港生在滬
尋機遇。

■張國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