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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处 70 周年记念影片– 版本
Becky A1:
香港战后百废待兴
当时香港工务局负责政府的维修工程和基础建设
当中包括车辆、电灯、电报、电缆、电话、无线电及升降机等
画面:
机电署工程师 Becky 跟一群导赏团参加者，从机电署总部户外广场进入接待处，在大
电视屏幕前停下，并对参加者解释。
参加者 A2:
画面:
Emily A3:

哗！那岂不是很多事情做?
当年有多少同事?
站在 Michael 和 Emily 后面的一位参加者发问

画面:

其实当时员工并不多
好像只由一名总工程师管理
大约 700 名员工
Emily 以为 Michael 发问，于是转头对 Michael 说

Michael A4:
画面:

你对机电署都很了解啊
Michael 放下手机对 Emily 说

Emily A5:
画面:

因为我现在正处理一个关于机电署的项目
早前做了一点资料搜集
今天来是要了解更多
Emily 继续解释

Michael A6:
画面:

哦……原来是这样
Michael 回答

Becky A7:

1948 年 2 月 1 日
工务局辖下的机械处、电气处和运输处合并成为机电处

画面:
Becky B1:

画面:

Michael B2:

工场设于加路连山
是机电工程署的前身
不如一同进入机电. 梦飞翔展馆看看吧
镜头转回 Becky，她继续向参加者解说
这里是「机电. 梦飞翔」展馆
进入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增加
政府亦投放更多资源兴建基础建设
这些设施落成后
就由机电处负责操作和维修
当中包括码头、医院、大会堂、行车隧道、公共照明、垃圾焚化炉和英军军营等的机
电设施
因为对人手的需求大增
而当时外间仍未有正规的本地技术人员训练
于是机电处连同九广铁路和水务部
于 1955 年联合举办第一届「政府学徒训练计划」
希望为本港培训更多本地机电人才
Becky 带领参加者进入「机电. 梦飞翔」展馆，在门口停下，Becky 讲话中接入 60 年
代弥敦道夜景、启德机场、泳池设施、邮政设施、皇后码头、玛丽医院、大会堂、塞
拉利昂隧道、交通灯设施、垃圾焚化炉、舞台灯光设施、尖沙咀钟楼、1955 年学徒训
练计划的图片。

画面:

我爸爸当年也是学徒
现在老是叫我加入机电署
都不知道为什么
近镜 Michael 转头对 Emily 说

Emily B3: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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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Emily 回答，暗看 Michael

Becky B4:

这里是我们的 VR 体验区
请你们其中两位戴上 VR 眼镜
体验一下这个虚拟游戏 E&M 梦飞翔
其他朋友可以过来这边参观
Becky 带领参观者进入 VR 体验区， Michael 和 Emily 率先坐在长凳上， 并戴上 VR
眼镜， 体验虚拟游戏，Becky 带领其他参加者离开

画面:
配音 C1:
画面:
配音 C2:

画面:
强 C3:
画面:
强 C4:

欢迎来到 E&M 梦飞翔
任务一
虚拟游戏 E&M 梦飞翔开始， 屏幕打出 Mission 1
这里是机电处加路连山道汽车维修工场
工场连高座大楼于 1966 年落成
一直是机电工程署的总部
直至 2005 年机电署搬到九龙湾
见机电处加路连山道汽车维修工场、高座大楼和高空等不同图片
小师傅，这部车有车头震及死火问题
等会你们拆开汽缸细盖
检查火咀线有没有断开
在 1970 年，加山车房见 Emily 和 Michael 穿着学徒制服，在一辆等待修理的坏车
前，跟机电处维修技工强哥对话

画面:

时间差不多了，是时候吃饭
明哥，吃饭时间到了
强哥转头对正在维修车辆的阿明说话

明 C5:
画面:

还差一点点，让我先弄好，你们先去吃饭
明哥在远镜回答

强 C6:
画面:

看着办，不要太晚啊
强向明说

Michael C7:
画面:

装模作样
Michael 看着强哥和明哥说话，转头对 Emily 说

强 C8:

小师傅，明哥绝对不是这种人
现在社会资源短缺
多一部救护车修好，就多一部救护车在外救人
强哥回身对 Michael 说，期间见 Emily 抚心唞大气

画面:
明 C9:
画面:

我们不只是做一份工那么简单
我们是服务市民
救护车跟市民的生命息息相关
近镜头见明哥在车槽内对强哥、Michael 和 Emily 说

Michael C10:
画面:

有没有那么严重？
近镜见 Michael 有疑问

强 C11:
画面:

不信吗？
你怎样了？没事吧？是否不舒服？
你先照顾她，我去召救护车
强哥反问，并见站在坏车前的 Emily 不舒服、想坐下，强哥走去叫救护车

强 C12:
画面:

救护车到了
镜头见强哥和一部救护车，以及两位救护员回来

3/7

Michael C13:
画面:

真是谢谢你们，这么快便来到
救护员问 Emily 情况，并送他上救护车

救护 C14:
画面:

不用客气，除了我们反应迅速之外
车子的性能亦很重要
如果车子不行的话，我们反应再迅速也没办法
救护员向 Michael 解释

Michael C15:
画面:

麻烦你们了
Michael 目送救护车离开

配音 C16:
画面:

你觉得，阿明（维修技工）的用心工作，对社会有作用吗?
配音问 Michael 和 Emily 问题

Michael C17:
画面:

有！全靠你们，一定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Michael 回答，并按 VR 眼镜的「有」按键

配音 C16:
画面:

任务完成
你刚得到服务提供者襟章
屏幕打出 Mission Completed, 并在 Michael 和 Emily 相片下贴上「服」字襟章

配音 D1:
画面:

任务二
屏幕打出 Mission２，任务二开始

Becky D2:

来到七、八十年代
香港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机电处除了担当服务提供者外
亦要照顾私人发展设施的机电安全
当中包括电力、气体、升降机和缆车等
当时机电处负责执行法例去监管相关设施的安全
随着工作范畴扩大，机电处亦于 1982 年获升格
正式成为今日的机电工程署
Becky 站在大会堂前，向镜头说话，中间插入电力装置、气体装置、升降机和自动
梯、缆车系统的图片

画面:
Michael E1:

画面:
良 E2:

不用那么紧张吧！
要检查那么多东西
这里的维修人员已经很专业了
不用麻烦吧！
镜头转到海洋公园，Michael 、Emily 和机电署机械督察良哥见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缆车

画面:

师弟，我们做巡查的，一定要严谨
一些大问题很多时都是因为一时疏忽所致
我们的要求是万无一失
你看，来这里玩的大都是一家大小
做维修的固然要谨慎
但我们做规管巡查的，一样不可以松懈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关乎市民生命安全的，明白吗？
近镜良哥转头对 Michael 说，并见游客陆续登上吊车，Michael 听后点头

检查员 E3:
画面:

我们可以上山检查另外一边了
在一列缆车前，检查人员对良哥、Michael 和 Emily 说

Emily E4:

要坐缆车上山吗？
我一直都很怕坐缆车的
可以不坐吗?
Emily 捉着 Michael 的手犹豫不想上缆车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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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E5:

画面:

不用怕！
你刚刚都看到同事做巡查是多么严谨
所以是很安全的，放心吧
我陪你一起坐
Michael 安慰 Emily，并鼓励 Emily 放心上缆车

配音 E6:
画面:

你有信心，乘坐缆车登山吗？
屏幕打出问题，让 Emily 选择

Emily E7:
画面:

好的！有！
Emily 按下 VR 眼镜，选择「有」

配音 E8:

任务完成
你刚得到规管者襟章
Emily 跟 Michael 上缆车，屏幕打出 Mission Completed，并给 Emily 和 Michael
「规」字襟章

画面:
配音 F1:
画面:

特别任务
警告！危险！危险！
屏幕打出 Special Mission 和 Danger 字样，Danger 字不断闪动

Michael F2:
画面:

不会吧！VR 怎会有危险？
转回现实中，戴上 VR 眼镜的 Michael 心中有疑惑

Emily F3:
画面:

但我还是怕啊
Emily 表现害怕，拉着 Michael

Michael F4:
画面:

不用怕，有我陪你
一起继续吧
Michael 鼓励 Emily，手碰她的手臂

Becky F5:
画面:

03 年沙士肆虐，全港市民人心惶惶
Becky 站在韦尔斯医院外面，对镜头说话

Becky F6:

医院本应是个救治病人的地方
但在沙士期间却变成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病菌在医院内扩散
令不少在医院工作的前线人员受到感染
但在医院工作的机电工程署同事仍然紧守岗位
继续与医护人员共同进退
Becky 站在医院对面天桥上，对镜头说话，中间插入 2003 年非典型肺炎袭港，机电工
程署同事防备疾病的相片

画面:
Michael F7:
画面:

咦？为什么来到我家？
Michael 和 Emily 出现在 Michael 的家，Michael 觉得奇怪

Emily F8:
画面:

这里是你家？
Emily 问

Michael F9:
画面:

是的！
爸爸？
Michael 答是他的家，并忽然见到他的爸爸

恒 F10:
画面:

老婆，我上班去了
Michael 爸爸恒哥，从房间走出大厅

恒妻 F11:

老公，不上班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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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恒 F12:

画面:
谭 G1:
画面:
恒 G2:

现在医院都有非典型肺炎肆虐
医护人员都出事了
如果你有事，我跟儿子怎么办？
恒妻很担心恒哥的工作，劝他不去上班
老婆，不用担心，我会万事小心的
我做得这份工作，便要有服务市民的承担
所以我一定要返回医院
总之我会小心的，不用担心
记得今晚准备多点好菜等我回来
我先上班了，再见
近镜见恒哥安慰妻子，恒妻不舍地目送恒哥离家
现在每天都有新病例
我们都不知病菌从何而来
一定要想办法，令病菌不会在医院内扩散
Michael 和 Emily 出现在恒哥的办公室，见恒哥跟上司谭 sir 坐在办公室内开会，
谭 sir 非常担心

画面:

谭 sir，我有一个建议，看看是否可行
如果我们将病房改装为负压病房
尽快将病菌抽走的话
应该可以阻止病菌扩散出去
近镜见恒哥向谭 Sir 提出建议

谭 G3:
画面:

但现在应该没有判头会愿意开工
谭 sir 对恒哥的建议有疑问

恒 G4:
画面:

是的，那不如把这个改善工程交给我们同事自己做，好吗？
近镜头见恒哥再有建议

谭 G5:
画面:

要同事进入病房，有一定危险
近镜见谭 sir 反问

恒 G6:

阿 sir 请放心，只要我们穿上足够的保护衣物
应该没问题的
阿 sir 请让我们试试
阿 sir 不用多想了，就让我们试一试吧
恒哥充满信心，劝谭 sir 交工作给他和团队

画面:
谭 G7:

画面:

那好吧！
我先跟上司和医院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都同意的话
我们便再安排吧
镜头拉开，谭 Sir 回应恒哥。Michael 和 Emily 看着恒哥和谭 Sir 对话，Michael 显得
很担心

恒 G8:
画面:

好的，谢谢阿 Sir
恒哥微笑

Michael G9:
画面:

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勇敢呀？性命重要啊！
恒哥和同事穿上防护衣和防护眼镜。Michael 在旁大喊

Emily G10:
画面:

你爸爸真是无名英雄啊！
Emily 赞扬恒哥

Michael G11:
画面:

爸爸！爸爸！爸爸！
Michael 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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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 G12:
画面:

你认为 Michael 爸爸，应该进行工程吗?
屏幕打出问题，让 Michael 选择

Michael G13:
画面:

应该吗？
应该吧！
Michael 犹疑，最后选择「应该」

配音 G14:
画面:

机电工程署每个同事都有一份热诚，以及用心服务、紧守岗位的承诺！
镜头见恒哥和团队出发

配音 G15:

恭喜两位
你们已经成为用心服务者
屏幕打出「用心服务者」，Emily 和 Michael 得到「服」字襟章

画面:
Becky G16:

你们刚刚玩完 VR 游戏
不如我们去看看机电工程署的
其他环保设施吧
众参加者 G17: 好呀！
Becky G18:
这边！
画面:
返回现实，Michael 和 Emily 完成虚拟游戏，除下 VR 眼镜。Becky 和其他参加者回到
Emily 和 Michael 所在地方，然后一同离开
Becky H1:

画面:
Becky H2:
画面:
Michael H3:
画面:
Emily H4:

这里就是启德区域供冷系统的厂房
为整个启德发展区供应冷冻水
比传统风冷系统减少 35%的能耗
是机电工程署其中一个推广减排节能的好例子
机电署将会以新思维、新科技
担当促成者的角色
致力推动香港成为一个低碳智慧城市
Becky 带参加者到启德区域供冷系统厂房大堂参观并解释
此外，它还会联同机电业界同行协作
致力支持香港创新发展
见机电署署长薛永恒先生行出电梯，Becky 继续解释
原来机电署有这么多责任
难怪我爸爸老叫我加入机电署
原来是那么有意义的
Michael 对 Emily 和一众参加者说话

画面:

对呀，所以我对机电署这么有兴趣
希望日后可以加入机电署
我们一起努力吧
Emily 兴奋地向着众人回答，并按 Michael 手说

Michael H5:
画面:

好呀！
近镜头 Michael 微笑说

Becky H6:
画面:

署长！
署长走到众人面前，Becky 跟署长打招呼

署长 H7:

大家好！你们一个是 Emily，一个是 Michael
合起来即是 E&M
那就最适合加入我们机电工程署 EMSD 的大家庭
大家谨记要用心服务巿民
为香港构建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机电工程署全靠你们年青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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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

署长鼓励 Michael，Emily 以及一众参加者

参加者 H8:
画面:

知道！
众人点头

众同事 H9:
画面:

用心服务，同心共创
在机电署总部户外广场，一众机电署同事排列成「70」和心形图案，并向上望镜头，
说出 70 周年口号，并举起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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