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邀請機構代表和專業人士闡述樓宇管理的最

新發展，讓參加者了解有關的需求和新知識，以 

持續優化物業管理制度。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謝偉銓及市區重建局主席蘇慶和分別就「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的角色與功能」及「樓宇管理：過去、現在、 

未來」作主題演講。其他講題有「《競爭條例》及合謀圍標」和「房屋

管理新世代」等。

活動前雖然下過一場大雨，但市民興致不減，

踴躍參加。嘉年華節目多姿多采，有展覽、攤

位遊戲、問答遊戲和舞台表演，向公眾宣傳妥

善管理及保養樓宇的重要性。部門並派發「逃生三寶」用品包，廣受

歡迎，內有毛巾、鎖匙扣及手提電話手指扣環，提醒市民火警逃生時帶備

濕毛巾、鎖匙及手提電話。

本署法律顧問方鎮光

律 師 為 工 作 坊 主 講 

「大廈管理的最佳做

法」，介紹《建築物管

理條例》在會議程序、委

任代表文書、採購安排及財務管理等

方面的規定，以及建議的最佳做法，

並鼓勵業主積極參與大廈管理工作，

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識管。惜樓宇」物業管理比

賽反應熱烈，參與的屋苑和

樓宇多達二百。經過三個階段

的評審，各組別已選出獎項 

得主。在頒獎典禮上，除嘉許

表現優秀的樓宇管理團體外，

也邀請金獎得主分享物業管理

經驗。 助理署長 (支援)張佩蓮與
本署展覽攤位的同事合照

一眾嘉賓主持開幕儀式

署理副署長 (2)王秀慧與主禮嘉賓和講者合照

開幕典禮
九月二十一日

比賽
五至八月

論壇
九月二十三日

嘉年華
九月二十四日

工作坊
九月二十二日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聯同署長謝小華

及其他部門首長為「優質樓宇管理週

2017」揭開序幕。多位區議會主席及

民政事務專員，還有總部第四科與民

政事務處的同事亦到場支持。

「優質樓宇管理週2017」於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順利舉行。是次活動由水務署、屋宇署、機電
工程署、消防處、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民政事務總署合辦，節目內容豐富，包括開幕典禮、工作坊、
論壇、嘉年華、比賽和頒獎典禮，藉此向物業管理公司、居民組織、業主及公眾人士推廣優質樓宇
管理文化。本署積極參與各項活動，齊來看看精彩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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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政以民為本，部門希望與市民共同建設社區。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便是由十八區區議會議定社區項目，
回應地區需要或彰顯地區特色。各區獲預留的撥款為 
一億元，由民政事務總署協助推行項目。在部門同事
的積極努力下，項目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有些已順利 
推行。今期《民采》帶大家看看黃大仙區的社區重點 
項目。

黃大仙區近年興盛發展，社區對戶外表演和活動場地的
需求不斷增加。區議會遂決定為區內深受歡迎的休憩 
表演場地黃大仙廣場「大變身」，以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進行擴闊及改善工程。

由項目設計、申請撥款，以至推展工程，部門同事積極
協助，在區議會、地區人士和有關各方之間聯絡協調、 
策劃和推動，充分發揮創新、互動和協作的精神。 
廣場項目已全部竣工，並於七月十日舉行開幕嘉年華，
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

以全新面貌服務大眾的黃大仙廣場，場地更寬敞，設備 
大大提升。廣場擴闊了15米，面積大增四成，新建成 
固定有蓋舞台又添置音響設備，並在舞台後方加設 
更衣室。觀眾席亦有貼心設計，裝置拉力帳篷上蓋遮光
擋雨，以及噴霧系統降溫，為觀眾提供更舒適的環境 
欣賞節目。此外，廣場還加強了排水系統功能，以助 
大雨時疏導雨水。

「變身」後的黃大仙廣場是多個大型活動的場地，例如 
冀之光河北文化藝術交流、黃大仙區「共慶回歸顯關懷」
啓動禮、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黃大仙區
升旗禮暨制服團體步操匯演等，口碑載道，表演效果 
理想，不論表演者抑或觀眾都大加讚賞，稱日後表演 
可以更得心應手，觀看節目時更舒適。社區重點項目使
黃大仙廣場這個社區地標更加亮麗。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 

黃大仙廣場創新氣象黃大仙廣場創新氣象黃大仙廣場創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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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優良服務獎專為表揚多年來對政府作出寶

貴貢獻的人員。今年得獎的同事共有87位，其中

66位在政府服務了二十年，17位服務了三十年，

而服務達四十年的則有4位。獲獎同事一直努力 

耕耘，黽勉從公，表現卓越，不但是部門的中流

砥柱，更是年輕同事的益友良師。

獲頒部門嘉獎信的同事共有74位，他們竭誠執行 

部門各個範疇的工作，包括大廈管理、民政諮詢、

社區建設、緊急支援服務，以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周年籌辦大型慶祝活動等。各位得獎同事

盡心盡力服務市民，成效卓著，表現優秀，獲獎乃 

實至名歸。

部門嘉獎信計劃暨長期優良服務獎勵計劃頒授典禮於九月二十八日在禮頓山社區

會堂舉行。頒發獎狀儀式由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1)黃海韻和署理副署長 (2)王秀慧 

主持。當日非常熱鬧，多位助理署長、民政事務專員，以及眾多同事專誠到來祝賀

得獎者，滿堂歡呼及掌聲，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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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嘉獎信計劃

	 長期優良服務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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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平在觀塘民政事務處工作，是辦公室的得力助手，勤奮積極又經驗豐富，深得同
事讚賞。他負責辦公室各項雜務，包括管理郵資機帳目，分派司機駕駛工作，調派人
手送遞文件等。辦公室日常的雜務繁多，又要盡速處理，黃鎮平細心謹慎，事事安排
得井井有條，讓民政處各項工作順暢流利。

遇有突發事件，黃鎮平也會參與緊急支援服務。他感受至深的是二零零三年爆發「沙
士」疫症，他負責接聽市民的查詢來電，也為需要隔離的居民運送糧水、日用品等補
給物資。當時須日以繼夜工作，對精神和體力的挑戰很大，但黃鎮平說能夠在發生緊
急事件時盡一點力協助市民，實在感到欣慰。

對於獲頒嘉許狀，黃鎮平表示會保持「平常心」。「只要盡心盡力完成工作，便感到
滿足。」正是這股竭誠盡心的幹勁，讓他二十多年來對工作充滿熱誠，克盡己職，
這次獲獎實至名歸。

高杏萍Edith任職部門的電話諮詢中心，工作是解答公眾查詢，接聽投訴，並於惡
劣天氣或緊急事故時協調緊急支援工作。

諮詢熱線收到市民林林總總的查詢，Edith必須對各個服務範疇清楚了解，才能迅
速妥善回應。Edith經常留意政府資訊，並曾在地區工作六年，經驗豐富，解答
查詢游刃有餘。然而，她說接聽市民來電還是極具挑戰。來電的市民不少心情急
迫，也有心存不快的，還有些會先提出一連串問題，似乎是要看看她的能力才切
入正題。Edith都以誠懇的態度一一解答。曾有一宗涉及僭建物和豁免差餉的個
案，來電市民相當不安，Edith先講解相關政策，並告知部門會於指定時間內回
覆，也同時提供其他有助解決問題的轉介途徑，讓對方放心。她說「在面對提出投
訴的市民時必須耐心，首要是了解問題所在，才可以全面圓滿地回應，化解
矛盾。易地而處，多走一步，難題都有辦法解決。」

Edith以誠服務，耐心協助市民，殊堪嘉許。她謙稱得到上司和同事支持，才可以
工作順利，獎項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劉保恩榮獲政府物流服務署第十一屆十大優秀司機獎。劉保恩於一九九零年入職，
由一九九六年起服務大埔民政事務處，現時主要負責接載專員出席活動和會議，以
及視察工程和地區事務等。

優秀司機需具備什麼條件呢？劉保恩認為熟悉道路最重要，以便行車時採用最便捷
的路線，他經常熟讀地圖和「認路」，在路上才可以隨機應變。另外，小心謹慎「一
眼關七」也十分重要，以確保平安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劉保恩在大埔工作多年，也遇過不少挑戰。他憶述二零一零年沙埔仔村水災，他接
載專員四出了解災情。當時天氣惡劣，暴雨連場，路面情況危險。他全憑熟悉當區
環境，了解「可行」道路，把專員送抵各個目的地，還緊隨專員視察，以策萬全，
足見劉保恩盡忠職守、做事用心。這份工作在週末假日，以至發生突發事故時都要
隨時候命出動，但劉保恩敬業樂業，毫無怨言，他特別感激家人體諒和支持。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1)黃海韻、署理副署長(2)王秀慧與晉升高級
聯絡主任的莫瑞洪、蔡詠怡、劉宇恒、麥慧敏、廖佩珊、葉慧明
和梁欣欣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1)黃海韻、署理副署長(2)王秀慧、助理署長(1)
左健蘭、助理署長 (行政)謝冰心、助理署長 (支援 )張佩蓮、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趙燕驊與晉升首席聯絡主任的李謝肖芬及
晉升總聯絡主任的鄭小玲、胡素蘭和蕭夢蜚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1)黃海韻、署理副署長 (2)王秀慧與晉升 
一級聯絡主任的曾建玲、羅鳳新、容敏儀、陳嘉慧、梁偉溢、
蕭慧媚、田堅虹和李少蘋

助理署長 (行政)謝冰心與晉
升高級文書主任的劉成威
和邱慧珊

 「市民查詢政府資料都會找民政諮詢中心，我們要做好的親善大使」。深水埗民政事
務處的總務室主管黎寶珍Irene負責管理該區民政諮詢中心的運作，統籌解答查詢和
市民宣誓等前線工作，以至打點所有後勤工作。Irene對前線工作的心得是以友善的
態度服務，用心聆聽市民的問題，每個查詢都慎重處理，盡力給予協助。 I rene對
工作投入，重視前來的每位市民。

在部門工作多年，Irene最難忘的是二零一一年政府公布向每名香港居民派6,000元的
計劃後，諮詢中心每天都有大量市民前來查詢，不少人更以為可以即時領取現金。
面對突如其來的繁重工作，她與同事都本着服務市民的心，悉力以赴，妥善完成。

Irene深信「對工作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就是為巿民提供優質服務的要訣。」這次
獲頒嘉許狀對 I rene而言是一個肯定，她表示日後會繼續努力，精益求精，竭誠為
巿民服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員工晉升員工晉升

申訴專員嘉許獎

十大優秀司機獎

觀塘民政事務處

文書助理

黃鎮平

總部

文書主任

高杏萍

大埔民政事務處

汽車司機

劉保恩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文書主任

黎寶珍

工作特寫

助理署長(行政)謝冰心、時任元朗民政事務
專員麥震宇與晉升一級私人秘書的楊玉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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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一直發展蓬勃，居民人數達全港人口的十分之

一，對社區設施的需求殷切。在六月六日圓洲角社區會

堂正式投入服務，正好回應居民的期望。

新的社區會堂坐

落於圓洲角綜合

大樓，設計新穎

環保，注入可持

續發展元素，外

牆 鋪 設 垂 直 植

物牆，並採用

太陽能電池板

和雨水收集系

統等。會堂內設備一應俱全而且靈活實用，偌大的多用

途禮堂有舞台和化妝室，會議室可隨時變為舞蹈或戲劇

排練室。新會堂誠然是舉辦會議和文娛康樂活動的理想 

場地。

開幕典禮當日，署長謝小華

和沙田民政事務專員陳婉雯 

等一眾嘉賓主持揭幕儀式。 

署長致辭時表示，圓洲角社

區會堂提供更多場地讓地區

團體舉辦各類活動，有助

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加強

社區凝聚力。

社區活動新天地
圓洲角社區會堂

元朗市東社區會堂
	 林卓峯

	 李慧悅

	 楊曉林

在民政總署實習是很難得的經驗。在這短短兩個

月，學到很多課堂以外的新事物。

在實習過程中，我體會到在工作上細心觀察，用心

想想的重要性。我負責整理數據，以供上司以至外

間公司查閱。最初我只是簡單地將資料整合便完

工，但細心考量後，想到應該從用家角度看看，提

供的資訊便更切合其需要。例如，當我編製有關網

站廣告效益的數據時，除了

列出瀏覽量之外，可標

註最受歡迎的網站，

更可將網站分門別

類，甚至附加宣傳

效益分析，使資料

一目了然。這次實

習實在獲益良多，

對他日投身社會絕對

有幫助。

在八個星期的實習當中，我嘗試了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檔案管理、存貨資料 

整理、文書編輯和人事招聘等，增進了對辦公室行政的認識，也學習到如何待人 

處事。各位同事循循善誘，悉心教導，給我許多學習的機會，在此衷心說聲謝謝。

這次實習還有一個意外收穫。我有機會在遴選委員會進行招聘面試時從旁觀察。從應

徵者的答問和舉止，我了解到如何表現優點，又如何避免給人負面印象。這讓我上了寶貴的

一課，他日面試時也會多加留意。

實習的日子雖短，但受益匪淺。這些經驗對於日後工作定大有裨益。

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今年有32名 

傷健學生參加，其中四人在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總部

和屯門民政事務處實習。派到總部第二科的林卓峯和李慧

悅，以及行政科第三分科的楊曉林，與大家分享八星期實

習的感想。

元朗市東社區會堂於九月八日開幕，由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主禮，副署長 (1)黃海韻、時任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麥震宇，以及元朗區議會和鄉事委員會代表亦到場， 

慶祝會堂落成啓用，場面熱鬧。

新 社 區 會 堂 位 置 交

通便利，毗鄰公共運

輸交匯處和元朗港鐵

站。在設施方面，多用

途禮堂可容納450人，

並裝置電動分隔板把禮

堂間隔為兩個獨立而隔

音的場地，供不同團體

同時使用，善用場地。而會議

室也安裝了牆身鏡和練舞槓，

同樣用途多變。其他設備亦

十分齊全，有化妝室、傷健

人士洗手間及育嬰室等。

元朗是一個城鄉共融、新舊並存的

多元社區，老、中、青的人口都不少，也有少數族裔和內

地新來港人士。新落成的社區會堂為居民提供多一個共

聚活動的好地方。

這是我首次參加政府的暑

期實習計劃，上班前心

情既忐忑又期待。猶

幸上司和同事十分友

善，耐心指導，我

很快便適應下來，

並逐步了解政府部門

的運作。

我的工作包括搜集資料和

整理地區網頁，更新社企資料

庫，以及處理一些文書工作等。從中認識到民政總

署多元化的工作，例如為市民提供網上地區資訊，

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協助本地社企

等，這些工作服務社羣，實在很有意義。

我很感激這次實習計劃讓傷健學生有機會參與政府

工作，擴闊視野，汲取工作經驗，能夠獲得一眾前

輩傳授工作心得更是可貴。

專上學生實習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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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十二月十九日，部門數百位同事歡欣暢聚， 
參加總部舉行的聖誕聯歡會，共賀佳節。當日邀得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 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副局長陳積志、
副秘書長 ( 1 )李百全和政務助理麥震宇蒞臨增光，還有 
署理法律援助署署長莊因東和署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副署長(康樂事務)黃達明一同參與，更添喜氣。

歡樂聖誕

局長致辭時讚揚本署同事竭力盡心服務市民，過去一年在
各個民政範疇創出美滿成績，回歸二十周年連串慶祝活動 
亦辦得圓滿成功。民政工作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局長 
勉勵大家再接再厲，多關懷，多聆聽，多行動，使服務 
更上層樓。署長嘉許同事專業幹練，表現超卓，同時衷心
感謝局方全力支持部門，承諾繼續團結齊心，建設和諧 
美好社區。

在這濟濟一堂的熱鬧派對，同事都投入佳節的歡樂氣氛之
中。台上同事獻唱節日頌歌，台下聖誕老人向各人送上祝
福和小禮物，洋溢溫馨暖意。還有緊張刺激的問答遊戲和
大家期待的抽獎環節，將熾熱的氣氛推向一個又一個高
峯。聯歡會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結束，大家都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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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會盃首項賽事區際保齡球比賽於六月二十四日舉行，各區健兒奮力迎戰， 

誓要取得首場勝仗。參賽同事高手如雲，個個身手不凡，專注的神情、熟練的 

動作，儼如職業球手。他們在比賽中施展渾身解數，得分不斷拉鋸，戰情非常 

緊湊。經過一番龍爭虎鬥，總部先拔頭籌，榮獲團體賽冠軍，亞軍和季軍得主為 

北區和屯門。總部和民政事務局同事則分別蟬聯男女子個人賽冠軍。

近年興起手作熱潮，康樂會於十月二十

一日舉辦了皮革班，讓同事親手製作皮

革卡片套和證件套，一嘗手作的樂趣。 

看似簡單的小物，製作起來卻毫不輕易。

設計圖樣、上色、縫製……每個工序同事

都非常專注，一絲不苟。雖是牛刀小試，

製成的作品都手工精美，典雅實用，有的還繪上優美圖畫，盡顯同事的創意和

天分。拿着自己一針一線縫製的獨家皮革品，大家都愛不釋手，充滿成功感。

本署一直積極支持「友•導向」師友計劃，為學生舉辦各式各樣的職業導

向和體驗活動，今年部門再接再厲，繼續以多元方式協助青少年探究職

場，規劃未來。十一月四日，師友計劃為新一學年的活動舉辦起航禮，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本署派員出席支持，響應推動「師友並肩，

為夢起航」。我們的友師義工隊亦不斷壯大，各職系的同事踴躍加入， 

為計劃注入源源動力。

部門義工隊早前為新學年的活動打響頭炮，於十月二十六日

到配對的梁式芝書院舉辦職志活動。當日同事介紹民政事務 

總署各單位的職能和服務，分享工作經驗和心得。此外， 

他們又藉着性格傾向測驗，啓導同學發掘個人長處和興趣， 

從而探索職業志向。師友互動交流，氣氛融洽，同學都表示 

從中獲得啓發，並期待日後參與部門舉辦的其他活動。

區際保齡球比賽

皮革班

「友 導向」師友計劃

職員康樂會訊

亞軍北區

冠軍總部

季軍屯門男女子個人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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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快訊

恭喜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王雪兒Penny今年 

五月榮升媽媽，誕下千金邱悅。夏天出生的寶寶 

果然份外活潑，邱悅很早已懂得自己轉身，而且 

對身邊的事物非常好奇，一雙大眼睛骨碌碌看這 

看那，甚是可愛。

Penny說，懷孕期間，醫生曾擔心寶寶體重過輕，

要她注意攝取營養和多休息。她感謝同事體諒和 

支持，分擔工作，讓她安心養胎，最後「中號」的 

寶寶平安出生。Penny告訴我們當在職媽媽可真 

不容易，但每當下班回家見到寶寶的笑臉，一天 

的辛勞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總部行政科行政主任 (財政 )1陳菊芳Charlotte今年 六月初為人母，興奮不已。Charlotte回想懷孕後期 水腫不適，分娩過程也不輕易，但初次抱起幸瑜時，實在感動得 
難以言喻。

Charlotte笑說：「幸瑜出生
後，同樣不輕鬆，熬夜照
顧她，也挺累，而且自覺
責任重大。」但話雖如此， 
小寶貝確能為新手媽媽帶
來無比動力。Charlotte說自
己一向嗜睡，但現在即使夜
半睡着了，幸瑜稍有動靜， 
她 也 會 立 刻 醒 過 來 照
料，餵哺哄抱，到幸瑜
酣睡，才能安寢。有媽
媽無微不至的照顧， 
幸瑜長得精靈可愛。
我 們 祝 福 幸 瑜 擁 有 
幸福美好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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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冰心 陳源寶儀 區英傑 鄭君任 譚偉文 文秀玲 容忠偉 司徒嘉慧

尹雋希 江斯潔 何少珊 何仲賢 吳雪怡 周巧盈 林秉崑 林德耀

容瑞成 郭驊奭 陳美儀 陳啟賢 梁可盼 莊穎琳 湯俊彥 黃琪瑛 

鍾愛兒 鄺潔文

北區民政事務處文書助理何永靈Lynn的寶寶海桁也在六月出生。Lynn說由於海桁是第一胎，懷孕期間心情不免緊張，萬事特別小心謹慎。她感謝家人和同事關懷 備至，照顧有加，給了她很大的支持。

談到寶寶，Lynn笑逐顏開。海桁動作多多，經常手舞足蹈，逗得爸媽 開心不已；但他看着電視七彩繽紛的畫面，便會安靜地留神 觀看，彷彿看得明白一樣。所以與愛兒一起看電視已成為Lynn下班後的最佳節目。

Lynn說最理想是為海桁添個妹妹，兩人結伴成長。希望很快再聽到Lynn的喜訊。在此祝福海桁快高長大，Lynn一家歡欣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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