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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共賀

社區同心

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民政事務總署與全港十八區
民政事務處聯同多個民間團體，舉辦一連串豐富多姿的慶祝活動，
文 娛康體應有盡有，與廣大市民同賀回歸紀念。本期《民采》介紹其
中四個地區民政事務處舉辦的精彩節目，與大家一同回味萬眾聯歡，
喜氣洋洋的盛況。

屯門樂聲展活力
屯門區今年五月舉辦沙灘節，以勁力活力迎接國慶和回歸的大
日 子。這個大型戶外活動別開生面，在優美的屯門黃金泳灘和毗連
的新咖啡灣泳灘舉行，取名「初夏樂 Band Fun」，帶來熱力節拍同心
慶賀。
最矚目的「全港年青人 Band Show 比賽」已連續第十年舉辦，今年
吸引了數十隊年輕樂隊大展身手。年青人在台上發光發熱，施展渾身
解數，將音樂夢想化成搖滾勁歌，活力四射，贏得觀眾熱烈喝采。

灣仔繽紛匯多元
沙灘節與眾同樂，還有舞蹈教室、攤位遊戲、

熱鬧熙攘的灣仔區，匯聚五湖四海羣族，人潮川流不

大型充氣遊樂設施和藝墟工作坊，趣味十足，老

息，不同社羣在互融共濟的同時，又保留着各自的文化

少咸宜。場內又有即影即有攝影亭、3D 立體光

精粹，因此以包羅萬有的文藝匯演來慶賀香港回歸二十

雕投影布景和特色主題場景，大人小朋友紛紛

二周年，實在最適合不過。匯演於今年六月舉行，當晚

「打卡」留念，不亦樂乎。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
署理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劉希瑜，以及灣仔區議會主席

到了傍晚的音樂會，同樣勁度十足，歌手和樂隊

吳錦津齊來主持開幕儀式，場面隆重。

落力演出，帶起更熾熱的氣氛。現場市民與嘉賓
投入於強勁節奏中，度過愉快的一天。

晚會上多個地區團體以及老中青隊伍齊心傾力獻
藝，表演充滿繽紛的民族色彩，展現燦爛多元的文
化面貌。大合唱、兒童民族歌曲及舞蹈表演、鋼琴
演奏及樂隊表演等，節目琳瑯多采，視聽之娛俱備。

西貢歡慶樂安居

匯演氣氛熱烈，喜氣洋洋，嘉賓與逾千觀眾一同感受

回歸以來，香港發展興旺，將軍澳新市鎮在政府積極建設下，社區規劃及設施日漸完備，而西貢區內自然美景秀麗，

香港回歸祖國的歡樂，並為特區獻上美好祝願。

區內外居民都可到來享受閒適。社會發展將城市與郊區的距離拉近，悠閒寫意與急速節奏巧妙調合，創造宜居社區，
讓生活充滿生趣。

鑼鼓響震油尖旺

在回歸紀念日，西貢區舉辦大型綜藝表演與市民歡慶安居樂業，為社

油尖旺區是新舊共融的社區，彌足珍貴的本地歷史建築與文化保育再生，為社會未來發展提供重要養份。今年油尖旺區

行，區內團體濟濟一堂參與演出，載歌載舞賞心悅目，中西樂器演奏

送上深具傳統文化特色又廣受歡迎的粵劇演出，與市民賀國慶、迎回歸，十分有意義。

諧協悠揚，太極示範剛柔並濟，令人目不暇給。還有影視紅星表演

「油尖旺四分區粵劇表演」於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和區議會四個分區的嘉賓
一同主持隆重的開鑼儀式。當天，資深粵劇戲班出演膾炙人口的經典名劇，逾三千名戲迷獲招待免費入場欣賞。
鼓樂喧天，熱鬧喜慶。伶人悉力唱做，妙聲傳神，獲得全場觀眾如雷掌聲，氣氛熱烈。粵劇是許多市民喜歡的傳統藝

區添注正能量，祝願香港繼續蓬勃發展。活動在將軍澳坑口體育館舉

助興，與觀眾打成一片，現場掌聲笑聲不絕於耳，氣氛高漲。當日
除區內各方居民外，弱勢社羣也獲邀到來，一同歡度回歸。西貢區各
界攜手發揚關愛共融的精神，讓回歸更添意義。

術，今次盛會讓坊眾尤其是區內長者重溫梨園戲寶，共聚聯誼，歡樂洋溢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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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寫

東區海濱新地標

沙田河道闢新天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本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發展新市
鎮，其中沙田大圍是最早開發的地

筲箕灣愛秩序灣的海濱清幽旖旎，陣陣

區。時至今日，大圍住宅林立，人口

海風徐徐飄送，可謂別有洞天。今年港

越來越多，基建設施已屆飽和，高密

灣海旁添上了外型矚目、顏色亮麗的新

度發展令覓地興建康樂場地增添不少

地標東區文化廣場，讓更多居民和遊人

難度。沙田區議會精心構思「覆蓋沙

到來消閒，享受優悠的社區生活。

田大圍明渠」社區重點項目，以嶄新
方式「創造」空間，為市民闢建社區設
施，配合地區持續發展。

社區重點項目東區文化廣場於今年三月開幕，由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署長謝小華和多
位嘉賓主禮啓用。東區人口眾多，居民都殷切期望區內有
大型場地舉辦文康活動，新落成的東區文化廣場正好回應

讓人心曠神怡。海濱長廊則與愛秩序灣海濱花園相連接，

項目的構思是把位於城門河上游的大圍排水明渠其中一段

社區需要。東區每年亦舉辦地區節慶活動，譚公誕巡遊、

貫通整個海旁休憩區，臨海漫步欣賞東區別具特色的港

覆蓋，構建平台加以善用，提供地方興建社區設施。沙田

舞獅舞龍表演和七彩牌樓等引來大量遊人，熱鬧哄哄，

灣景致，實在是賞心樂事。文化廣場的設計不但活化海

區議會進行廣泛地區諮詢後，決定在平台上興建一個多用

文化廣場可為節慶活動提供場地，招待更多遊客，並帶動

濱，居民到附近譚公廟一帶亦更暢通便捷，一舉多得。

途五人足球場。在推展項目的過程中，民政事務處悉力協

區內旅遊發展。

打造別出心裁的文化廣場工程宏大，民政事務處團隊一直

東區文化廣場面向海港，偌大開揚，集文娛康樂和休憩用

全力協助，先廣泛諮詢地區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意見，繼

途於一身。有蓋主舞台和小舞台設計別樹一幟，場地設施

而悉心策劃和統籌，聯絡相關部門進行設計規劃及建造工

齊備，充裕的空間可容納約六百名觀眾欣賞文化藝術

程，以及安排維修保養和場地營運等各項工作。社區重點

整個項目設計周全，兼具多元功能。平台底設有排水間，

表演。寬敞的露天活動區域亦可作多元用途，舉辦嘉年

項目大功告成，既切合居民對文化場地的需要，又有助美

保持原有明渠排水暢通。平台上的「大圍足球場」是沙田

華、展覽和文娛活動皆宜。除了舉辦各項活動外，廣場也

化環境和提升社區凝聚力，充分展現民政團隊羣策羣力、

區首個符合國際標準的五人足球場，是居民踢球舒展身心

是居民輕鬆消閒的好地方。綠化空間佔地二千多平方米，

服務市民的精神，為地區工作寫下美麗新章。

的理想場地，也可進行國際賽事，舉辦嘉年華、社區活動

助跟進，在諮詢方面，策展多項公眾參與和宣傳活動，在
工程方面，就排水和地基等技術範疇，徵詢專家意見，並
與多個部門聯絡協調各項工作，使計劃順利實踐。

等，各適其適。場內備有可裝卸的有蓋觀眾席，靈活方
便。市民也可到平台的休憩處，在綠化環境中享受閒暇，
欣賞市中心景致。整個平台四周以綠色樹葉形狀設計的圍

網圍繞，與環境渾然融和，令人耳目一新。這個特別的設
計原來由公眾投票選出，大家的參與令新平台更添姿采。
新球場正式投入服務前，民政處邀請青年服務機構與紀律
部隊進行足球友誼賽，測試設施之餘，同時聽取「用家」
意見，務求盡善盡美。今年四月，「大圍足球場」正式
啓用。為隆重其事，沙田區議會舉辦「沙田區社區重點項
目計劃五人足球賽暨嘉年華」，十個區內團體隊伍踴躍參
加足球比賽，嘉年華亦節目豐富，市民在歡樂的氣氛下一
同試用新場地，非常雀躍。
在明渠上興建足球場的創新構思得以落實，
有賴各方通力合作和市民積極參與，這是大
家同心同德的成果，體現了社區重點項目計
劃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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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
最佳民政諮詢中心服務獎
民政諮詢中心是本署地區服務的前線單位，為市民提供政府服務資訊，派發政府常用表格、單張
及小冊子，並協助辦理聲明 / 宣誓等多項服務。隨着市民對服務要求日漸提高，諮詢中心的日常
工作充滿挑戰。面對種種困難，同事竭誠盡責，精益求精，深得市民讚賞，成績有目共睹。
最佳民政諮詢中心服務獎旨在表彰績效卓越的前線同事。頒獎典禮已於本年八月七日順利舉行，
由署長頒發獎項。是次獎項採用新評審安排，全面由市民評分。共有九千多名市民按禮貌、服務
熱誠、專業知識、溝通技巧和效率五大範疇，評核諮詢中心的服務水平，從而選出最佳諮詢
中心。各個諮詢中心均表現出色，獲得極高評分。沙田區榮獲金獎和最佳進步獎，中西區和油尖旺
區分別奪得銀獎和銅獎，東區、深水區、南區和大埔區取得優異獎。
署長頒發獎項時，讚揚同事專業實幹，建樹良多，是部門的中流砥柱。她特別提到今年年初，政府
透過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市民派發 4 , 0 0 0 元，大批市民到各諮詢中心索取表格和查詢詳情，共
派出申請表格超過 2 2 0 萬份，各中心的使用人次亦打破近年紀錄。署長讚許同事在短時間內迅速
處理繁重的工作，勞苦功高，並勉勵大家繼續堅守崗位，為市民提供優質、高效、可靠的服務。

東區
優異獎

沙田區
深水區

金獎
最佳進步獎

優異獎

南區
優異獎

中西區
銀獎
油尖旺區
銅獎

大埔區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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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晉升
副署長 ( 1 ) 黃海韻與晉升高級工程督察的
嚴燦民、彭錦平和周銘輝

副署長 ( 1 ) 黃海韻與晉升一級監工的周漢明、
李兆雄、梁德成和鄭耀輝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1 ) 黃海韻與晉升
總行政主任的譚偉文

副署長 (1) 黃海韻與晉升工程督察的梁文偉、劉鎮明、張文偉、游麗輝、李明琦、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1) 黃海韻與晉升高級行政主任

黃錦昌、劉富華和李家倫

的黃萬宏、黃麗娟和潘杏珍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 1 ) 黃海韻、副署長 ( 2 )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 1 )

王秀慧與晉升總聯絡主任的溫少玲

黃海韻、副署長 (2) 王秀慧
與晉升一級聯絡主任的
林麗玉、劉婉玲、張敏儀、
黃華發、伍月梅和徐景霞

署長謝小華、副署長 ( 1 ) 黃海韻與晉升一級行政主任的陳曉筠、劉順德、鄺劍雄、陳啟賢、
陳德安、黃靖婷、廖仲謙和鄭屹
助理署長 ( 行政 ) 謝冰心與晉升文書主任的區婉玲、霍慧冰、關宇翰、李艷芳、梁于菁、
謝麗明、王惠嫻、葉志梅和葉秀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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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快訊

友 導向

民政事務職員康樂會盃

師友計劃
本署自二零一六年起參與「友․導向」師友計劃，希望

義工隊為裝備同學將來求職，特別預備實用「錦囊」。

啓導年青人了解個人職業志向，並探視職場，拓闊

友師舉辦簡介會，講授面試要訣，從衣着談吐、溝通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康樂會盃各項區際比賽已圓滿

視野，從而規劃日後的發展路向。本年度，部門的友師

技巧以至臨場應變等都包羅其中，又為同學進行模擬

舉行。總部承接上屆佳績，連續第四年榮膺康樂會盃

義工隊繼續努力，為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籌辦多姿

面試，讓他們活學活用，汲取經驗。在模擬面試後，

總冠軍。南區僅居其後勇奪總亞軍，而民政事務局獲得

多采的活動，與同學一起開展探索旅程。

友師與大家一起檢討各「應徵者」的面試表現，提出

總季軍。在八月七日的頒獎典禮上，署長讚賞同事表現

改善建議。同學從中獲得寶貴經驗，相信日後求職會

出色，體育精神可嘉，大家團結一致，充分體現眾志

更有把握。

成城的力量。署長又感謝康樂會悉心籌辦豐富的比賽和

友師義工隊到呂潤財紀念中學，舉辦了多項職志活動。
為了讓年青人更認識自己的才能，友師與同學進行有趣
的性格分析測驗，並一同探討什麼類型的工作配合他們

除了到學校舉行活動外，義工隊也帶領同學走出校園，

的性格特質，能夠發揮潛能。當日氣氛熱烈，同學踴躍

看看民政工作的實況。同學到訪了西貢區民政事務處，

討論，認為有助深入思考未來職業路向。

又參觀民政諮詢中心和社區會堂等地區設施，實地了解

本署同事亦到校園，與同學分享工作生涯點滴。聯絡
主任職系和工程職系的同事分別介紹職系的工作性質和
入職要求等，並講述在社區工作遇到的挑戰。同學細心

政府的地區聯絡諮詢等工作。民政處還安排了模擬區議

總冠軍 總部

活動，讓同事在公餘時間放鬆身心，
廣結良朋。《民采》早前報道過今屆的
乒乓球和保齡球比賽，今期我們一起
看看羽毛球比賽的精華片段。

會會議，同學有機會扮演區議員討論地區事務，親身體
驗區議會的日常運作，非常雀躍。

聆聽，積極發問，同事一一詳細回答，暢談心得。不少

師友計劃內容充實，同學表示在多元化和互動的學習過

同學都表示對民政工作產生興趣，會考慮日後加入公務

程中獲益良多，對生涯規劃得到啓示；而義工隊成員認

員行列，服務市民。

為能夠與同學亦師亦友，給他們點點支持，很有意義。

區際羽毛球比賽

總亞軍 南區

總季軍 民政事務局

康樂會盃的壓軸賽事區際羽毛球比賽今年三月隆重上演。各區選手士氣如虹，矢志一決高下，爭奪錦標。球場上，
健兒有勇有謀，兼前顧後，不論跳殺攻擊，還是撲救攔截，都揮灑自如，但見球來球往，戰況非常激烈。啦啦隊和
觀眾不斷吶喊助威，歡呼聲此
起彼落，氣氛熾熱沸騰。多個
回合激鬥之後，最終總部羽毛
球隊勇奪桂冠，西貢區贏得
亞軍，沙田和深水埗合組的隊
伍則獲季軍。

卡拉OK比賽
很多同事都喜愛唱歌消閒，康樂會於二月特別舉辦卡拉OK比賽，讓大家一展才華。當日參賽同事傾力獻唱悅耳
金曲，歌藝非凡，更配合別具一格的台風，精彩演出聽得觀眾十分陶醉，歡呼連連。在云云「好聲音」中，南區的
吳宗驥表現突出，囊括冠軍和最佳台風獎，同區的曾慧珊和觀塘的張穎祺同得亞軍，東區的李啟康獲季軍。屯門的
夏妙婷、葵青的陳薜賢和南區的葉慧華取得優異獎。南區的趙秀珍亦獲最佳台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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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動向

職員協商委員會
和衷協力 共締佳績
部門向來重視職管溝通，致力促進彼此關係，創造良好的環境及條件，讓同事工作更稱心滿意。職員協商委員會為部門
與同事提供交流意見的平台，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同事關注的事宜，包括工作環境、設備、員工福利等，藉以加強職管雙
方了解和合作，使部門工作更暢順及具效益。協商會共有 2 2 名委員，包括 6 名署方代表和 1 6 名職方代表，職方代表由
推選產生。新一屆協商會已經履新，任期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歡迎各位同事經所屬職
系組別的代表，向協商會提出建議或意見。

劉希瑜

劉德民

代表職系－行政主任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灣仔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 資料統籌 )
灣仔民政事務處

二級系統分析／程式編製主任 ( 1 )
總部

尹錦輝

代表職系－私人秘書、
機密助理、打字員

代表職系－物料供應主任、
物料供應員、助理物料供應員、
物料供應服務員

繕校員 ( 1 )
葵青民政事務處

打字員
總部

二級物料供應員 ( 耐用物品紀錄及報銷物料處理 )
總部

羅雁慈

王慧君

代表職系－文書主任

代表職系－文書助理

代表職系－辦公室助理員

助理文書主任 ( 聯絡常務組 ) 2
葵青民政事務處

文書助理 ( 總務 )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辦公室助理 ( 總務 ) 8
總部

梁素芳

陳惠賢

代表職系－聯絡主任

代表職系－工程師、
技術主任、工程督察、監工

代表職系－屋宇署及
消防處職員以及其他人員

聯絡主任主管 ( 大廈管理及市中心)
屯門民政事務處

助理工程督察 ( 東 )
屯門民政事務處

高級消防隊長 ( 牌照 )
總部

朱俊彥

吳俊謙

司機
總部

黃浩東

編輯委員會
謝冰心
民政事務總署聯絡主任協會
《 民 采 》電 子 版
載於
民政事務總署網站
採訪小組
尹雋希
(www.had.gov.hk)
鍾愛兒

梁浩建

許健安

代表職系－
產業看管員、工人

代表職系－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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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寶建

代表職系－
法定語文主任、繕校員

梁穎婷

周荃明

代表職系－政務主任

代表職系－新聞主任、
統計主任、系統分析／
程式編製主任

聯絡主任主管 ( 荃灣 )／大廈管理 ( 2 )
荃灣民政事務處

二級工人 ( 區議會 ) 2
屯門民政事務處

陳源寶儀
何少珊
鄺潔文

區英傑
林秉崑

黎明有

鄭 君 民政事務總署工程人員協會
任 譚偉文 文秀玲 容忠偉
容瑞成 陳美儀 陳啟賢 梁可盼

高級工程督察
離島民政事務處

司徒嘉慧
湯俊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