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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承受應力；除此以外，支撐履

板未找到平穩或地基沉陷等原因

使傾翻力矩增大，導致起重機傾

翻；

2. 由於坡度或風載荷作用，使起重

機沿路面或軌道滑動，導致脫軌

翻倒。

安全建議
1. 起重機操作員在操作吊機時，在

任何的情況下，絕不應該把超重

斷流裝置關閉，應與安全負荷自

動顯示器 起使用，以防超重。

2. 吊臂在不同的操作半徑時會有不

同的操作負荷，必須按照合資格

檢驗員提供的安全操作負荷圖表

操作。

3. 由於安全操作負荷是以負荷物在

垂直凌空懸吊的狀況下測定出來

的，因此不應進行傾斜吊重或地

面拖拉負荷物，這樣都會減低起

重機械及裝置的安全操作負荷。

4. 應避免在到達或接近安全操作負

荷的限度下操作，以減低因風力

等不能預計的因素，所產生的超

荷風險，避免受外力破壞構架而

斷裂。

5. 吊具或吊裝容器損壞、物件捆綁

不牢、掛鉤不當、起重機械的零

件故障（特別是制動器失靈，鋼絲

繩斷裂）等都會引發重物墜落。

起重機械的維修與保養
1. 起重機安裝完畢（使用前）應對鋼

絲繩進行潤滑，用石墨潤滑脂塗

抹 遍，以後對鋼絲繩的潤滑按

「起重機潤滑表」進行。

2. 嚴格執行起重機鋼結構件報廢標

準。

3. 對主要受力的結構件應檢查金屬

疲勞強度、焊縫裂紋、結構變形、

破損等情況，對主要受力結構件

的關鍵焊縫及焊接熱影響區的母

材應進行檢查，若發現異常，應

進行處理。結構件的檢查應按下

列程式進行。

 日常檢查：起重機每次操作

前應進行 次日常檢查。起

重機操作員在交接班時，應

檢查各連接部位螺栓的緊固

情況，如有鬆動應及時緊固。

 起重機出現異常聲響，或出

現過誤操作，或發現起重機

安全保護裝置失靈等情況

時，應立即停止使用。進行

維修檢查。

 當 個工程完成，起重機拆

卸後，應由工程技術人員和

專業維修人員進行詳細檢

查，並作好記錄。

4. 在運輸過程中應盡量設法防止結

構件變形和碰撞損壞。

5. 每半年至 年噴刷油漆 次。油

漆前應除盡金屬表面的鏽斑、油

污及其它污物。

起重裝置及其維護保養
吊索具的定置放置
1. 有吊索具的班組配置吊索具存放

櫃，吊索具能上櫃的必須上櫃；

不能上櫃的選定合適位置存放。

2. 作業場所內的吊索具存放櫃必須

標識明確，位置固定，方便存取。

吊索具按吊帶、鋼絲繩等吊具種

類及載荷標識有序放置。

3. 吊索具的放置，必須固定、專用，

禁止被佔用、挪為它用。

4. 作業場地禁止擺放不使用的吊帶

和其它吊索具。

5. 對申請報廢的起重裝置、吊索具

做明顯記號，放到固定存放點統

集中處理，作業場所內不得出

現報廢的吊索具。

吊索具的使用
1. 嚴禁超負荷使用。

2. 吊帶使用中不應有扭轉打結現象，

如有應放勁抖直，在承載時，不

要使之打擰。

3. 使用吊帶時不允許在沒加保護套

的情況下就吊裝承載有尖角、棱

邊的貨物。

4. 吊帶弄髒或者在有酸、鹹傾向環

境下使用後，應立即用涼水清洗

乾淨。

5. 不能打死結將兩根吊帶連接在

起使用。

6. 用於吊注水頭的吊環，如發生裂

紋、螺紋鬆動或彎曲變形應禁止

使用。起吊前應檢查吊環螺紋是

否上滿，開口銷是否插好， 般不

准吊環側向或斜向受力。帶有螺

紋的吊環應在螺紋處塗上油脂、

以防生銹。

7. 不允許吊索具懸掛貨物時間過長。

8. 禁止拋擲吊索具。

9. 不得採用錘擊的方法糾正已扭曲

的吊索具。

10. 不要從重物下拉拽或讓重物在吊

索具上滾動。

11. 鋼絲繩吊索禁止與帶電的金屬接

觸或被電焊、電弧等擊傷，無法

避免時應採取絕緣措施。

12. 吊索具使用完畢之後必須及時存

放原處，禁止在吊鈎上停留放置。

安全技術檔案
起重機械使用企業要建立健全設

備安全技術檔案，起重機械檔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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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重機械出廠技術資料、產品合

格證、使用維護說明書、易損零

件圖、電氣原理、電器元件佈置

圖、必要的安全附件型式試驗報

告、監督檢驗證明檔等有關資料。

2. 安裝過程中需要的技術資料，安

裝位置，啟用時間。

3. 特種設備檢驗機構出具的驗收證

明或定期《檢驗報告書》。

4. 日常保養、維護、大修、改造、變

更、檢查和試驗記錄。

5. 設備事故、人身事故記錄。

6. 上級主管部門的設備安全評價。

7. 特種設備及安全附件、安全保護

裝置、測量調控裝置及有關附屬

儀器儀錶的維保及檢測記錄。

如何避免金屬疲勞導致
的事故

要避免因金屬疲勞而導致的事故，

必須要由機械設備的設計及安裝、應

力承受的計算、結構的設計分析、合

適的檢測以及保養維修計劃等各方面

著手，以下簡要介紹相關的重點：

1. 金屬結構負載的設計以及應力承

受的計算：例如在建築工地升降

機的整體結構及個別部分方面，

包括牆壁錨定裝置及層站閘門

的設計，必須顧及負載組合及計

算所得的力，當中包括在脈動應

力下 (fluctuating stresses)，結構

部件（例如齒輪及齒條）的疲勞

負載 (fatigue loading of structural 

parts)。

2. 金屬結構的設計分析：設計鋼結

構時須進行 般應力分析 (general 

stress analysis)，包括壓曲應力

及折曲應力的分析 (buckling and 

crippingstress analysis)，以及疲勞

應力分析 (fatigue stress analysis)。

如結構元件使用鋼以外的材料製

造，例如鋁合金或其他材料 ,有關

設計須符合認可的國際標準。

3. 金屬結構的疲勞計算 ( f a t i g u e 

calculation)：所有部件的設計，

必須能避免應力集中 ( s t r e s s 

concentrations)而引致組件或接駁

位的疲勞強度過度降低。必須避免

組件或部分組件形狀過急改變，

特別是在受抗張應力高或局部次

力矩的位置 (tensile stress or local 

secondary bending)。為方便計算，

應設定構築物所有組件的應力周

期 (number of stress cycles)。

4. 常見的物料和製造－焊接接頭：焊

接接頭不得有會影響結構特性表

現的缺陷。有關可接受的規定，

包括表面及裡層的缺陷，可以BS 

5135表 18及 19的規定為準。如

焊接接頭將面對疲勞負載，便應

該應用要求較高的可接受標準。

所有焊縫均須按照BS 5289的規

定進行目視檢查。在主要組件的

對接焊縫處，則須使用放射或

超聲波檢查的方法 (radiographic 

or ultrasonic examination)，以進

行非破壞性測試 (non destructive 

testing method)。製造商考慮過焊

接點及建成結構所需要求後，須

訂定進行這些測試的範圍。

5. 常見的物料和製造－螺栓接合

(bolt joint)：螺栓孔口須由鑽孔器

鑽開，並且沒有毛邊。精密螺栓

須經車削或冷加工精整 (turned or 

cold finished)，然後裝進鉸孔或鑽

孔。不屬於摩擦夾緊螺栓 (friction 

grip bolts)的粗製螺栓，不得用於

抗剪的主要組件 (main members 

in shear)、承受應力組件 (stress-

bearing members)的接合點或容易

疲勞的接合點等。如螺母由於震

動或應力改變而有鬆脫的危險，

便須加以穩鎖。預加應力的螺栓

須屬第 8.8級或第 10.9級。這類螺

栓必須以受控方式上緊。

6. 機械設備的維修保養以減少震動

或銹蝕等情況：例如螺母須加以

鎖穩，避免由於震動或應力改變

而有鬆脫的危險。必須為機械設

備設立合適的檢測以及保養維修

計劃，以確保機械設備保持在良

好的狀況，避免出現金屬疲勞的

情況。

7. 為機械設備的構件進行徹底檢驗：

若某些構件經常暴露於相當程度

的磨損、損耗、故障或錯位等情況

(wear, deterioration, malfunctioning 

or misalignment)，例如在各式各樣

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承重構

件、接合處和焊縫的結構，它們便

應納入徹底檢驗的範圍內。常用

的徹底檢驗方法包括以下各項：

 肉 眼 檢 驗 ( v i s u a l 

examination)；

 尺 寸 檢 驗 ( d i m e n s i o n a l 

examination)；

 功 能 測 試 或 操 作 測 試

( functional or operational 

test)；

 開 啟 式 檢 驗 ( o p e n - u p 

examination)；

 電氣測試及檢驗 (electrical 

test and examination)；以及

 無損測試 (non-destruct iv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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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對較低，以及安全氣候調查中較

高的感知安全水平。領導層非常熱衷

於避免糾紛和問題，因此工地沒有僱

員關係方面的擔心。

個別承建商和工友的良好安全表

現會得到簡單而廉宜的獎勵。個別承

建商可於每月的安全論壇從 SHELT成

員手中獲得安全獎項，以獎勵其於安

全培訓、安全表現、以及職業健康有

傑出改善。個別項目亦會舉辦自己的

獎勵和表彰計劃，向安全地工作、報

告顯著險失事故或因安全理由停止工

作的工友，派發小額獎勵如早餐券、

品牌毛衣、和限量版徽章。在某些項

目上，由同事提名的個別安全工友，

也會獲得獎賞。這裡也有第 1層承建商

的分包商因安全的做法，或達到某

個的里程碑，如百萬工時無事故，而

得到表彰的做法。

通過強而有力的溝通，確保各層

供應鏈對安全的承諾有充分理解。公

園強調溝通，並將之轉化成各種項目

層面的活動，正式（如操作工及管工會

議）和非正式的（如海報）都有。這些活

動包括標準的下達，面對面的會議（如

日常活動簡報），工地座談會和安全警

示和海報的使用。多渠道的溝通方式

更新了工友的職安資訊、工作進度，

並鼓勵反饋和員工參與。多數操作工

及管工都認為這些雙向溝通形式的多

項活動，使他們可以安心討論安全問

題而無不良後果。回應提出的問題，

採取行動，並反饋結果的做法，表明意

見是被重視的。此外，還有很多操作

工與管理層共同解決問題的具體例子。

關於職業健康方面，ODA和承建

商緊密合作，與當地的國家健康服務

當局為整體員工提供免費的職業健康

設施。將服務帶到工地確實非常重要，

健康推廣、工場座談、診所服務、簡

易健康檢查不限於醫療中心，也能在

現場進行。設置額外的診所（如性健康

診所）獲證明對所有有關方面均非常有

利。超過 10,000次的體檢當中，30％被

發現有健康問題，可能會影響工作安

全，然而當中 半人並不自知，體檢

發現的主要醫療問題包括高血壓、前

期和早期糖尿病，以及視力問題。

員工
倫敦奧林匹克公園於 2011年 3月

舉行的 項調查中，成功訪問了 518名

工人，揭示了整體員工是比較年輕的，

大約有四分之 是輸入的勞工。年齡

分佈呈正偏態，平均處於 36至 45歲組

別 (26.4％)，26至 35歲組別的工人佔

最多 (31.4％)，16.4％的工人為 25歲以

下（註：英國建造業員工平均年齡為 47

歲）。在過去的 5年中，大約有四分之

的受訪者 (23.4％)為新來到英國。建

築工友平均會在公園工作 到兩年。

風格
同 調查還揭示關鍵群體有關安

全領導和員工參與的典型行為模式，

關鍵群體是指經理、管工、以及作為

個整體的組織。超過 75％的受訪者

透露，他們的老闆曾下令停止工作，

以免危及安全；超過 70％的人認為他

們的上司都致力於安全；接近 70％認

為，安全比交付期限更重要；近 80％

與他們的老闆談過安全問題。

總共有 80％的受訪者曾參與非

奧林匹克公園的項目。大部分受訪者

(78％)認為，奧林匹克公園項目在各方

面的安全是比較好的，例如，經理在

工地的出現率、安全的承諾、對安全

問題和安全建議的回應等。無論受訪

者是操作工、管工、經理，得出結果都

樣。

大多數操作工認為有被徵詢職安

健各方面的問題（安全培訓規劃除外，

只得 48％）；認為自己就工作有關的風

險評估曾被諮詢的人有 74%；有關他們

的個人健康和福利的有 70%；當出現險

失事故需採取行動時有 64%認為有被

諮詢。曾被諮詢如何管理健康和安全

的人也有 57%。

技巧
管工的能力，特別是發展有效的

溝通技巧，是鼓勵員工反饋和有效主

持每日簡報的關鍵。ODA的能力審計

引致隨後全公園為管工舉辦安全行為

課程。通過由 SHELT發起的強制性安全

行為實踐課程，重點放在發展管工的

軟技巧 (soft skills)，包括他們有能力進

行與員工開放而雙向的對話。個別第 1

層承建商為管工額外安排領導培訓。

除專注於領導外，全體管工需要獲取

「工地督導員安全培訓計劃」資格。管

理層報告簡報的質量和收到反饋的質

量都持續改進。

安全行為是整個工地所用的方法，

通過對話強調個人安全，討論意外和

事故。所有新進場的員工，在入職訓

練後不久，都要另外出席以安全行為



大型建設項目的工作安全管理（二）
綠十字 GREEN CROSS 月/ 月 Jan/Feb 2014

為題的引導訓練。刻意與入職訓練分

開的做法，就是要確保員工能夠完全

集中於課題。此外，在個別項目上，操

作工需接受培訓，以觀察和檢查非自

己的工作區域（需先得到在該地區工作

人員的許可），並提供反饋。

風險管理的角色
風險管理常常被看作是 個領導

職安健工作的重要原則，或世界級行

政總裁安全領導的 個關鍵因素。在

奧運場館建設中採用新技術、新物料、

創新設計等，這些新事物帶來了不確

定性。落成限期和賽事功能的極端要

求提高了場館建設的風險，而風險自

然為場館建設其間的安全帶來負面影

響。因此，建設項目以至整個項目群的

最終成功有賴於項目風險的有效管理。

北京經驗
北京奧運場館建設的風險管理起

步早。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正式要求北

京提交場館建設項目的風險評估，是奧

運歷史上的第 次。在 2004年，來自

清華大學的學者、北京第 29屆奧運會

組委會（北京奧組委）以及北京「2008」

工程建設指揮部辦公室的官員組成了

個團隊。團隊被委以重任，專注於所

有場館建設項目的整體風險因素，為

當局制定 個統 的風險管理體系，

以確保最佳的安全表現。

北京奧運工程有三個目標，分別

為良好的科技設施、成功的項目管理

以及安全和綠色的建設，而建築其間

的安全是其中 個子目標。該職安健

的子目標便是通過與參與場館建設的

各方持份者協商而達成的。經兩輪諮

詢後，建築安全被定義為「在北京奧運

場館建設期間，關注生命，並在工地

安全上採取任何手段，以減少負面影

響。」相應的兩個條件有：(1)工作條件

和生活環境必須保持或高於中國的相

關法律和法規的水平，和 (2)傷亡率必

須低於前 次奧運場館建設。

界定安全目標後，便識別和按重

要性排列安全風險。場館建設方案項

目中內在安全風險因素的識別，是透

過幾方面完成，包括：文獻探討、專家

訪談和 2008年奧運會的兩個主要場館

建設項目的調查。結果得出 57個風險

因素，繼而製成風險清單。在 個工

作坊中，參與的 27名專家根據概率和

影響，評定及篩選風險清單內的風險

因素。這些專家經驗豐富，來自政府機

構、建築行業（包括香港）和學術界。

風險登記冊的 25個關鍵安全風險終於

獲得確立（表 1）。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通過層次

分析過程 (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

的評價方法，然後開發了風險評估模

型，以評價工地安全風險狀態。在最

終評價層次結構中（圖 2），最低層次的

風險總共有 16個屬性，15個屬性位於

第三層， 個在第二層。該模型成功

驗證了兩個正在建設中的奧運場館項

目的風險狀況。應該指出的是，除了

風險模型中的整體風險因素，個別場

館建設項目還要處理特定風險，如國

家體育場項目出現的鋼架結構焊接溫

度問題。

表 1：記錄了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場館
建設 25個重要安全風險的風險登記冊
（資料來源： Sun et al 2008）

1. 負責北京奧運場館建設當局缺

乏應急預案和措施

2. 承建商缺乏應急預案和措施

3. 工友不安全的操作

4. 進度壓力下承建商忽視安全

5. 承建商現場安全措施的執行不

力

6. 當設計方案採用新技術、新物

料、創新的結構時，承建商安

全管理上缺乏經驗

7. 業主、承建商或分包商投入安

全的錢不足

8. 業主交付期限壓力

9. 分包商所提供的個人防護裝備

不合格

10. 工地設施安全性低和可靠性低

11. 外國設計師不熟悉本地標準和

施工技術水平

12. 大型項目的安全管理造成困難

13. 承建商的安全管理體系不佳

14. 承建商安全管理人員缺乏

15. 承包商的壓力下分包商忽略安

全

16. 承建商對分包商的監督不足

17. 項目經理忽視安全

18. 分包商的安全管理差

19. 不可預見的地下條件

20. 由於設計方案不便實施建設所

造成的安全隱患 21. 承建商安

全管理計劃問題

22. 承建商安全管理人員沒有經驗

23. 應用新技術、新物料和創新的

結構設計方案時，設計師忽略

安全

24. 在業主方面的組織問題（如決

策不當）

25. 在項目承辦商和其他持份者之

間的溝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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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經驗
英國健康安全執行處委託了文獻

探討，為重大體育賽事與健康和安全

相關的風險和控制提供了良好的知識

基礎。發現的安全問題包括：缺乏考

慮分級控制，依賴個人防護裝備、缺

乏個人防護裝備、惡劣通道、缺乏工

地標誌。建築設計是重要的，1996年

奧運會的結構性崩潰便追溯到 個設

計的錯誤，結果造成 宗致命意外，

代價真大。為了控制和減少建設活動

有關的風險，建議的干預措施包括：

工友安全意識短講╱培訓（包括承建商

工友）、安全監測和報告程序、健康監

察、減少業績壓力，以及確保提供個人

防護裝備。其他重要因素包括領導、

員工參與、承建商的控制、正面積極的

安全文化等。建築設計及管理 (CDM)

規例的重要性也被確定在 2012年奧運

會的工作上。

其他做法
在施工安全方面，北京奧運工程

也有 些類似的安全管理做法，重點

可能稍有同。綜合監管安全及品質的是

「2008」工程安全質量監督工作小組。

這小組是在「2008」工程建設指揮部的

領導下，由市建委牽頭成立的，組成

機構包括：「2008」工程建設指揮部辦

公室、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市安全生

產監督管理局、市公安局消防局、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部門。

調動人員，建章立制，全面監督是

建設監管工作的重點。市建委抽調 30

多名人員成立現場監督組，再劃分監

督室，達到每 個奧運場館工程都有

名專職監督員。「2008」工程建設指

圖 2：2008京奧工程風險評估模型（資料來源： Sun et al 2008）

工地安全的技
術措施

設備及設施 設計衍生的問
題 架構及人事 計劃及實踐 緊急事故

應變措施
安全

資金投入

採用設備於工
地安全上

新技術、新物
料及創新結構

業主安全管理
人員及架構

承建商安全管
理計劃

行政部門
緊急事故應變
計劃及措施

承建商於資金
上的投入

業主於資金上
的投入

承建商
緊急事故應變
計劃及措施

工地安全
措施的實踐

承建商
安全管理人員
及架構

因設計方案不
便造成的安全

隱患

設備及設施的
安全及可靠表

現

承建商項目經
理對安全的態

度

對承建商的監
督

工友不安全操
作

安全建設

管理問題技術問題

第 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倫敦奧運交付管理局公佈了《設計

和建設：健康，安全和環境標準》。該

標準涵蓋了健康和安全風險，成為管

理施工階段需要考慮的 部分。識別

的風險比較熟悉的有高空工作、吊運

工作、密閉空間、工地運輸、天氣情況

等僅舉幾例。該標準還建議在設計階

段考慮預防體力處理操作和肌肉筋骨

勞損的重要性。

奧運交付管理局相當重視風險管

理，並建立了 個框架。該框架已經

嵌入到整個系統的內部控制，這有利

於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報告。管理局有

風險政策，清楚註明如何通過三道防

線管理風險，即前線管理、項目保證

處、以及風險與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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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部辦公室向奧運工程的各大施工企

業集團，借調 29名安全管理人員，對

施工現場進行駐場檢查，協助政府監

督人員開展安全工作。市建委編製了 2

個規程及 23件規範性文件。這些規章

制度對奧運工程參建各方安全管理職

責、安全管理制度的實行、工友入職

訓練等提出具體的要求。

市建委還採取了多項措施，強化

安全管理，包括：

(1) 在施工現場成立「農民工夜校」，

對施工技術進行強化訓練。總計

成立了 30多所農民工夜校，培訓

超過 4萬人次。

(2) 建立群眾監督員制度，要求每個

施工組設立 1名監督員，消除前線

工友的不安全行為。奧運工程合

共培訓了 1,300名群眾監督員。

(3) 建立「農民工愛心醫療站」及「工

人娛樂活動室」，創造良好的生活

環境。例如，每天給農民工放映

場安全培訓影片。

(4) 對施工現場巡查，以《建築施工安

全檢查標準》為準則，提高施工單

位的安全水平。

(5) 推行「奧運工程安全卡」制度，記

錄持卡工友的個人資料、訓練記

錄、考勤記錄以及工資發放情況，

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職業安全與健康績效
職安健已經是 2012年倫敦奧運會

建設項目公認的主要成就之 ：主要場

館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事故率遠

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

為所有工作場所更好。奧運交付管理

局的建設項目工作超過 8,000萬小時，

錄得少於 130宗工傷意外報告，以及零

死亡意外。項目最近標誌著 31期百萬

小時無工傷，和 年移動平均事故率

幾乎被壓到每百萬工時低於 。

在 2008年年初，官方公佈在北京

奧運工程全期錄得 6宗致命建築意外。

之前三屆奧運建築工程中同樣出現致

命意外記錄，1996巴塞隆那奧運有 2

宗，2000悉尼奧運有 1宗，2004雅典

奧運有 14宗。對照於當時全國每年超

過 10萬宗職業意外的背景情況，和以

逾 17,000工友曾施工的巨型工程規模

作考量，安全表現還算是可以的了。

總結
大型建設項目範圍巨大，安全管

理絕不容易。以上兩屆奧運為例，倫

敦及北京奧運工程都涉及 系列館建

設及基建工程，面對新技術、新物料

及創新結構，以及層層相扣的承建商

及眾多的工友。除了奧運項目能準時

交付外，各方都對項目的安全有很高

的期望。

安全管理應著重安全領導和員工

參與的做法。世界上特大災難的調查和

多國在安全領導的研究皆指出，管理

領導對員工的安全行為有正面影響。

同樣，員工參與對工地安全有積極而

多方面的影響。倫敦奧運工程明確將

安全領導和員工參與納入項目的安全

管理，成為主要的做法。倫敦奧運交付

管理局訂立HS&E標準，領導人擁有共

同的動機及安排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以求指導、影響、並激勵其他供應鏈

的承建商，邁向共同利益的安全目標。

安全領導和員工的參與如何促成

有效的安全管理，可以從七個方面去觀

察（包括：策略、共同價值觀、架構、

制度及其實施、處事風格、員工、技

巧）。兩屆奧運都重視風險管理，北京

奧運依靠系統方法製作風險登記冊及

工程風險評估模型，為當局制定 個

統 的風險管理體系，以確保最佳的

安全表現。這多方面的良好安排，令

奧運建設工程的內部持份者都能與目

的及策略調整成 致，安全風險得到

適當的管理。事實證明，兩屆奧運對

安全的重視都得到回報，意外表現都

比上屆進步，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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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i a l  Secur i t y  Organ i z a t ion 
(SOCSO) is the organisation established 
by law which governs the employment 
injury insurance and invalidity pension 
s cheme i n  Ma l ay s i a . I t  ex i s t 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protect ion for Malaysians. SOCSO 
strives to ensure and guarantee the 
t imely and adequate prov is ion of 
benefits in a socially just manner, while 
promoting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S O C S O  f a c e s  c l a i m s  f o r 
employment injury and invalidity;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 claim ends in to 
a maz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leads 
to disability. Disability in this context 
would be the inability to function in 
today’s civil society and more often 
does  no t  impac t  one per son ; i n 
actual fact, it disables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This is a vicious cycle which 
SOCSO is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Return to Work (RTW) Programme. 
“Disability Management” which is the 
crux of SOCSO’s RTW Programme 
l o o k s  f ro m t h e  b i o p s y c h o s o c i a l 
perspective of providing physical an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while taking 
in consideration of a safe and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to accommodate or 
sustain a worker with disability at the 
workplace.

The RTW Programme covers 
workers suffering from employment 
injury (which includes all workplace 
accidents, commuting accidents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and those who 
seek to access the invalidity pension. 
The Invalidity Pension scheme provides 
24  hou r s  cove r a ge  fo r  d i s e a s e s 
and acc idents not re lated to the 
employment context.

The RTW Programme is SOCSO’s 
s t r a t e g y  w h i c h  S O C S O  b e l i e v e 
would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in 
overturning today’s stigma on disability 
while creating a vi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encourages societa l 
integration. This programme would also 
ensure sustainable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skilled workers 

needed i n  d r i v i n g  t he  coun t r y ’s 
economic growth, thus putting the 
decent work agenda into practice.

Pol it ical and stakeholder buy-
in and approval constituted a key 
component of rolling out the SOCSO 
RT W p ro g r a m m e . T h e  ro l e  a n d 
functions fulfilled by the disability or 
case manager are indispensable for any 
successful RTW programme. And yet,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certain key 
stakeholders, in particular trade unions, 
employers and the affected employee, as 
well as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ervice 
providers, the disability movement and 
government, a RTW system cannot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Technological 
i n n ov a t i o n  t o o  i s  n e c e s s a r y  t o 
streamline operations and output. These 
include moving from a central ised 
model to a decentralised model by 
extending the RTW programme to 
employers and establishing a SOCSO 
rehabilitation centre. It is clear that the 
RTW programme has generally had a 
positive impact.

There are many psychosoc ia l 
benefits flowing from the programme 
and apprec i a ted by s takeho lders , 
inc lud ing the insured person and 
employers. Challenges remain.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number of 
days required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 
case, and to effect some legal changes.

RTW tries to assist by eliminating 
as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isability as possible (including, for 
examp le , l o s s  o f  p roduc t ion  fo r 
employers, personal disappointment and 
loss of self-esteem for employees and 
high compensation costs for SOCSO). 
By assisting and encouraging injured 
or ill employees to return to work, 
the system in fact benefits employers, 
employees and SOCSO in Malaysia.

RT W i s  p o s s i b l e  b e c a u s e  a 
number of injuries or diseases are, 
in fact, manageable as a result of the 
advancements in medical science. Well-
conceived work-related rehabilitation 
strategies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helping people to return to work 
after an illness or injury. One of the 
challenges for any RTW system is to 
return employees who have suffered 
a work-related illness or injury to the 
workplace in a way which is sustainable 
for him or her.

“Rehabilitation”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a range of responses to 
disabi l i ty. These include strategies 
to improve body function, as well as 
measures designed to promote broader 
inclusion in society. The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notes that, “for som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ehabilitation is 
essential to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in 
educati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civic 
life”.

The outcomes of rehabilitation 
include:

fun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must be 
appropriate.

simple things such as peer suppor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reach 
and maintain a maximum level of 
independence.

functioning, where possible, as well 
as enhancing mental, social and 
work abilities.

to ach ieve fu l l  inc lus 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all aspects of a 
person’s life.

SOCSO Return-To-Work Programme in Malaysia
綠十字 GREEN CROSS 月/ 月 Jan/Feb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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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housekeeping . Never the less , 
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the 
majority of finalists were mostly from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ggesting 
tha t  a  s a fe  and hea l thy  work ing 
environment would be made possible 
so long as 5S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specific industrie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IC, Mr Christopher 
To, also said that the CIC was glad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unci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d housekeeping 
in workplaces because this enabled 
other countries to see the excellence 

The Green Cross Group’s Safety and Health Improvement Partnership 
Scheme (SHIPS) aims to encourage member organizations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OSHC for launching strategic improvement projects, which reduce 
hazard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standard of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Strategic OSH improvement projects were initiated 
to address the latest local OSH situation and make use of new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e priority project currently seeking partnerships is ‘Good 
Housekeeping in the Workplace’.

The ‘Good Housekeeping Partnership Scheme’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site visits, good housekeeping training courses and housekeeping 
assessments. Organizations taking part in the scheme will be awarded a 
‘Recognition Certificate of Good Housekeeping’ provided that one or 
more of their staff members have attended and completed the ‘Good 
Housekeeping Training Course’, achieved a satisfactory level of housekeeping 
and there is no imminent danger.

Through the Safety and Health Improvement Partnership Scheme, 
member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1. Establish a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the Council including one year free 
OSH advisory services;

2. Strengthen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mproving safety 
performance and reducing injuries and diseases in workplaces;

3. Build corporate team spirit wi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safe and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4. Benchmark their experiences with the Green Cross Group network.

All members of the Green Cross Group may enroll 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Improvement Partnership Scheme’. Enterprises with not more than 
50 employees in Hong Kong will be considered first. Please call 2739 9000 
for further details.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by upgrading the posit ion of 
Hong Kong. He really hoped that this 
could attract more new comers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 h e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H e a l t h 
Consultant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Dr Mandy Ho, JP, pointed out that 
cont inuous improvement in  OSH 
performance in Hong Kong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Campaign. Nevertheles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nalyz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a number 

of occupat iona l in jur ies might be 
related to poor housekeeping. For 
i n s t ance , the  s t a t i s t i c s  fo r  2012 
revealed that accidents like slipping 
and tripping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overall occupational injuries. 
Employers can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such accidents if they adopt the 
5S management concept , establ ish 
appropriate housekeeping systems in 
workplaces and implement some simple 
work arrangements so as to build a safe 
and healthy work environment. 

綠十字會的「職安健夥伴計劃」旨在鼓勵會
員機構通過夥伴合作模式，與職安局 起推行
策略性的職安健改善項目，改善工作環境，提
升企業的安全管理水平。策略性職安健改善項
目會因應香港的職安健狀況以及新技術新知識
的更新而作出改變，至於本年度的職安健重點
改善項目為「良好工作場所整理」。

夥伴計劃包含三大元素，分別為工作場所
整理考察、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訓練，以及工作
場所整理審核。參與計劃的機構須派員參與及
完成「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課程」，及於工作場地
整理審核中符合既定的水平，便可獲發「良好
工作場所整理嘉許狀」。

透過「職安健夥伴計劃」的實施，會員機構
可以：

1. 與職安局有更緊密的溝通，並獲局方提供
免費顧問諮詢服務，借鑒企業最佳實務經
驗；

2. 改善機構的職安健狀況，減少工傷和職業
病，提高競爭力；

3. 促進僱主僱員群策群力，共同實踐最佳實
務；及

4. 將經驗和心得與其他會員 起分享，以作
回饋。

凡綠十字會會員均可參與「職安健夥伴計
劃」，而在香港僱用少於 50人的企業更可獲優
先考慮。如欲了解更多計劃詳請，請致電 2739 
9000與本局職員聯絡。

綠十字會－職安健夥伴計劃
Green Cross Group – Safety and Health Improvement Partnership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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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Housekeeping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2013
綠十字 GREEN CROSS 月/ 月 Jan/Feb 2014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比賽2013得獎名單
List of winners of the Good Housekeeping Competition 2013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金獎Good Housekeeping Gold Award

建造業組別
Construction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中環灣仔繞道 中環交匯處 
Leighton Contractors (Asia) Ltd – Central-Wan Chai Bypass – Central Interchange

其他行業組別
Other Industries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6S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 6S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銀獎Good Housekeeping Silver Award

建造業組別
Construction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拆卸、地基、挖掘與側向承托及地盤平整工程 
Gammon Construction Ltd – Demolition, Foundation, ELS and Site Formation Work at IVE (Tsing Yi)

其他行業組別
Other Industries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德福大廈 
Harri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 Telford House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銅獎Good Housekeeping Bronze Award

建造業組別
Construction

1.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九龍柯士甸站住宅發展項目D地盤 
China Overseas Building Construction Ltd –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Austin Station Site D

2. 寶嘉 布依格聯營 廣深港高速鐵路合約編號 820美荔道至海庭道隧道 
Dragages – Bouygues Joint Venture – MTRC Express Rail Link Contract 820 Mei Lai Road to Hoi Ting Road Tunnels

其他行業組別
Other Industries

1. 友盟嘉華石業有限公司 藍地石礦場 
AHK Aggregates Ltd – Lam Tei Quarry

2.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際交易中心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td – Exchange Tower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優異獎Good Housekeeping Merit Award

建造業組別
Construction

1.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中環灣仔繞道 八號連接路段隧道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ong Kong) Ltd – Central-Wan Chai Bypass – Tunnel (Slip Road 8 Section)

2. 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合約編號 802南昌物業地基移除╱重置項目 
Hsin Chong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Contract 802 Nam Cheong Property 
Foundation Removal/Reprovisioning

3. 禮頓 利安聯營 淨化海港計劃第 2期甲工程 香港仔至西營盤 
Leighton – LNS Joint Venture – Harbour Area Treatment Scheme Stage 2A – Construction of Sewage Conveyance System from 
Aberdeen to Sai Ying Pun

其他行業組別
Other Industries

1.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盈電工場 
REC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 REC Workshop

2. 南豐集團 民亮發展有限公司 金龍工業中心 
Nan Fung Group – Main Shine Development Ltd –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3.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駅商場 
ARA Asset Management (Fortune) Ltd – Metro Town Shopping Mall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最佳演繹獎Good Housekeeping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金獎
Gold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際交易中心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td – Exchange Tower

銀獎
Silver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德福大廈 
Harri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 Telford House

銅獎
Bronze

1.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6S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 6S

2. 南豐集團 民亮發展有限公司 金龍工業中心
Nan Fung Group – Main Shine Development Ltd –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