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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和社區大

規模重建項目全面展開，建造業已進

入了施工的高峰期。我們嚴陣以待，

協助工人、承建商及各持份者做好風

險管理和遵守安全施工程序，預防意

外發生。

然而，建造業的安全卻出現了令

人擔憂的情況，單在今年首季，便發

生了 10宗致命工業意外，情況是近年

同期罕見。有關工業意外的報道，經

常提及遇害工人的背景和家庭狀況，

他們當中有家庭經濟支柱、獨生子，

亦有新婚不久……每個工人背後都有

不同的故事。職安局積極推動「安全文

化」以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除提醒工

人要注意個人安全外，也要考慮到意

外對家人造成的影響。

職業安全不只是個人的事，除了

家人，還有在工作場所共事的工友。近

月除了建造業，還有物流業的意外，

令我們意識到工作間的潛在危險遠比

想像多。一名工人在貨櫃碼頭操作鏟

車時，鏟車疑突然失控向後衝，工人

連人帶車墮海死亡。在另一意外中，

一名機械維修員在貨櫃碼頭維修起重

機時，因檢拾物件失平衡，跌落起重

機路軌，起重機突然移動，輾過該工

人而導致死亡。此外，在一建築地盤

上，一名燒焊工人冒雨進行工作時被

挖泥機打中而死亡；一名機器維修技

工在一個建築地盤維修天秤時，右手

掌被鋼纜纏住，再被天秤突然猛力向

上扯，將手掌扯斷，這亦反映意外的

發生，未必全由操作者的不安全行為

所造成，其他人的失誤或疏忽亦可能

與意外有關。經過深入調查多宗意外

個案，我們建議安全施工程序加入一

個新的元素－減低對別人造成的危害。

建造業一直是意外率最高的行業

之一。在建造業死亡意外中，人體從

高處墮下是主要原因，而這些意外往

往是由多種因素所造成的。為深入瞭

解意外發生的原因，職業安全健康局

向死因裁判法庭收集了多宗建造業從

高處墮下的意外個案，並採用了人為

失誤分析及歸類系統進行研究（該研究

報告將於下期《綠十字》刊出）。研究發

現，在建造業的墮下意外中，有一些意

外並非由於操作者失誤造成，而是與

其他人的疏忽有關，如工人在一個工

作台上工作，但該工作台的結構並不

穩固，在施工時倒塌而造成意外，然

而這些工人並不負責搭建該工作台。

這些由於別人的疏忽╱失誤而造成的

隱性危害亦可能潛在於其他工種或行

業裡，例如電力裝置安裝不當，會埋下

接下來工人觸電的危機。我們建議，

在制定安全政策和程序包括風險評估

時，應考慮一個新的元素－別人造成

的危害。

資方和管理人員對工作安全責無

旁貸，他們必須全面確保每個施工程

序的安全，在設計安全工作方案時應

進行有系統的規劃，減少不安全行為，

確保工作環境安全。最近一宗裁決個

案，一個物流公司負責人沒有按規定

確保走火通道暢通，勞工處人員在巡

查時發現，其貨倉的幾個逃生通道均

被完全阻塞，該公司負責人最後被判

違反了《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罰款

兩萬元和入獄一個月，緩刑兩年。

建造業安全一直是職安局推廣職

安健的重點。我們希望業界在施工高

峰期，仍能維持低的意外率。我們亦透

過不同比賽，提升業界的安全意識。

今年的建造業安全推廣活動，新增了

最佳施工方案獎，希望管理人員預早

擬定良好安全施工的計劃，協助員工

有效及安全地施工，並定出衡量效果

的指標。我們相信，凡事先有一套計

劃，做好準備工夫，就是預防意外或

應付突發情況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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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是高危作業。在 2011至
2013年期間，香港發生了 6宗隧道工程
的致命工業意外，情況令人關注。近
二十年間，世界各地同樣出現過多宗
矚目的重大隧道工程意外。在隧道內
施工的安全依賴完善的職安健風險評
估及良好的工地安全事務管理。

完善的風險管理
隧道施工安全有賴將該建造工程

項目的風險有系統地管理得好，因為隧
道工程是高風險的。世界上發生了多
宗在建設期間的重大隧道工程意外，
涉及巨額索償，幾乎出現沒有保險公
司願意接受隧道工程投保的情況。這
些引至重大金額損失的隧道工程崩塌
意外計有：1994年英國希斯魯機場快
線、1994年英國赫爾隧道、2000年南
韓大邱地鐵線、2003年中國上海地鐵
線、2004年新加坡地鐵線等。

因此，在 2003年，英國隧道學會
與英國保險協會合作，提議改革，制
訂《英國隧道工程風險管理聯合工作守
則》，協助業界提昇風險管理水平。該
守則在經過與國際隧道協會和國際工
程保險人協會討論後，再經修改，在
2006年以國際隧道工程保險集團名義
發佈的《隧道工程風險管理工作守則》
面世。根據該工作守則，風險管理在
不同階段，即項目發展期、建造採購
期、設計期及建造期，應該有特定的工
作。例如，總承建商在建造期便需擬備
多份文件，這包括：項目風險管理計

劃、建造期項目風險登記冊、工地架構
表、訓練計劃、施工方案、風險評估、
審核計劃、整體的項目管理計劃等。
項目管理要照顧的風險不單是職安健
的風險，但應以職安健風險為優先。

一般而言，這些文件需要由有能
力的團隊擬備，有足夠的員工諮詢，
並有檢討機制令文件保持在「活」的狀
態，確保風險的評估仍然是有效的。
以下是以本地個案為參考，介紹常見
而主要的危害及相關安全措施。

危害 1：進出途徑上滑倒、跘
絆倒及同一高度跌倒

由於隧道內工作環境相對狹窄或
照明不足，沒有安全進出途徑便會產
生滑倒、絆倒及同一高度跌倒的危害。
一般安全措施有：

• 每條隧道應該有由隧道開挖面到
坑底（如豎井底）安全行人路線，
用正確標誌指示逃生路線，並從
那裡以梯子或樓梯塔到達地面。

• 步行路線應清楚界定並標示。如可
行的話，行人通道應至少有 2,000

毫米高 900毫米寬的淨空間，而行
走表面不少於 430毫米寬。凡不能
提供這連續行人通道時，應按能
見度、隧道曲率、隧道梯度及交通
速度，每隔一段設置一個避難所。

• 高架行人道應設有護欄和踢腳板
以防人體墮下；傾斜行人道應設
有扶手。

• 在任何位置，水不應該積聚於或

高於行人路。行人路上淤泥或任
何意外洩漏的物料應及時被清除。

• 照明應沿著行人路提供，燈具位置
不應被移動的車輛所遮擋，要容
易到達以便定期保養。建議平均
照明度：在行人道水平應是 30勒
克斯；在工作表面為 100勒克司；
在隧道開挖面、開挖區域、起重
機械吊運區亦是 100勒克斯，照明
從至少兩個相距一樣的燈具照射
以避免陰影。直接在燈具下測得
的最大照明度與燈具之間中途的
最小照明度的比例不應超過 3:1。
燈具數量應增加以抵消粉塵或煙
霧對照明水平的影響。

從地面經豎井樓梯塔到隧道口。

危害 2：遭移動機械和車輛撞
倒

在狹窄的隧道內運輸裝卸過程中，
移動機械和車輛有機會在前進、後退
及行駛時撞倒工友。一般安全措施有：

• 劃分行人路及行車路。
• 實施車速限制。
• 工作人員必須穿著反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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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隧道內提供足夠及適當的照明，
讓運輸司機清楚看到行人。適當
的照明是指眩光少，顏色辨識良
好。

• 鐵路機車的取捨應基於詳盡的風
險評估，考慮因素包括：梯度、
主要貨運的距離、淤泥清除率、
間隙、列車總重量、交會點的必
要性、運輸系統的規模和可用性。

• 鐵路機車的建議減速率為重力加
速度的百分之二；在司機視野最
差條件下的制動距離不應超過 60

米。
• 在較大的隧道裡，橡膠輪胎的車

輛（也稱為自由轉向式車輛）可用
於輸送物料。比軌道車輛，輪胎
車輛需要與人、設備或隧道側預
留較大的間隙。

• 水平裝卸區應提供在平地上，設
有路緣來為車輪定位，並在落差
點設置路障。

• 每輛車應配備
－ 一個聲響警告裝置
－ 兩盞 60米可見的白色車頭大

燈
－ 兩盞 60米可見的紅色尾燈
－ 一個有效的制動系統，以故

障安全設計為佳
－ 一個能在可遇見最陡峭而滿

載情況下工作的有效泊車制
動器

－ 清洗擋風玻璃的噴霧裝置（如
適用）

危害 3：由氣體煙霧粉塵引起
的健康問題

通風在隧道中的目的是提供新鮮
空氣，或提取污染物，以達到可接受
的環境。

供給新鮮空氣流量通常不是由呼
吸的要求所決定，而是由稀釋污染物
及提供冷卻的需要所決定。有危害的
氣體包括：源自炸藥爆炸及內燃機的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天然的
甲烷、硫化氫、二氧化硫、氡氣；源自
燃料涉漏的電油╱油渣蒸氣；焊接產
生的臭氧等。一般安全措施有：

• 通常每人最小新鮮空氣供應量應
是每分鐘 0.3立方米。為著減少廢
氣排放及╱或熱量產生的影響，
應提供額外的通風。以有嚴格排
放控制的機械為例，每一工作千
瓦便需要額外每分鐘 3.0立方米的
通風量。如果甲烷或其他潛在爆
炸性氣體存在，就要有減少爆炸
危險的不同考慮。建議最低風速
應為每秒 0.5米以容納灰塵，和每
秒 2.0米以防止甲烷的分層。

• 在可能情況下濕球溫度在任何工
作區不應超過 27°C。

• 局部抽氣通風系統應安裝在切割
和焊接進行的地點以捕捉有毒煙
霧。

• 在大氣監測設備應調校兩個級別
的警報，以提示員工作出適當的
反應。在 1級警報（警告），每個人
都應該知道有大氣構成的安全威
脅，即使沒有穿上自救設備和疏
散，處境仍然是安全的，但應採
取行動，以確定威脅的原因並作
出到位的緩解措施。2級警報（疏
散）表示有一個大氣的問題，隧道
人員應按照應急預案疏散。

表 1：警報設置
1級警報（警告） 2級警報（疏散）

貧氧 19.5%以容積計 19%以容積計
富氧 22%以容積計 23%以容積計
易燃氣體 5% LEL 10% LEL

有毒氣體 50% STEL 100% STEL
（參考：BS 6164:2011）

危害 4：遭碎石墮下擊倒
鑽爆法會導致石板鬆動及岩層不

連續面（如節理，裂隙，岩層層面）分
離，而這分離會影響裸露的岩石結構
的完整性因而引起岩石墜落。一般安
全措施有：

能供 30人使用的避難室，配備了氧氣供應、二氧化
碳洗滌器、急救箱、食水及廁所。

隧道口大直徑通風喉管，附近張貼了尼泊爾文的安
全要點及提醒重職安愛家人的海報。

運泥的軌道機車與架空行人道分隔，喉管、電纜、
照明消防設備有條理地分佈在隧道壁側。

• 粉塵主要從破岩和噴射混凝土的
過程中產生，應盡可能在源頭加
以抑制，通過諸如用噴水、水注入
法和抽氣的通風設備阻攔其傳播。

• 爆破後，任何人都不應被允許返
回到隧道開挖面，直到大氣污染
物和空氣中的粉塵濃度已經下降
到可接受的水平。這就應該通過
監測隧道大氣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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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模式的設計應減少損壞出土
面，這可減少岩石鬆開的危險。
在適當情況下，應考慮使用光面
爆破或預裂技術。

• 凡與木材或鋼材樁相結合的鋼拱
肋用於提供即時支持，在開挖後
他們應該盡快被固定、楔穩和制
停。

• 在必要時，應在進行豎立鋼拱和
框架前，剷除表面碎石。在合理切
實可行範圍內，剷除表面碎石應
以機械方式進行，並應系統地朝
著隧道開挖面進行。若以人手方
式進行，工友應站在岩石施工區
域的一側，用足夠長度的剷桿，
並有安全進出途徑。

• 當岩石錨固是用來提供臨時支撐
或形成永久支持系統的一部分，
應該研究具體情況後才確定螺栓
的佈局和類型，以及螺栓的長度
和直徑。

• 鑽爆施工方案應根據爆破設計和
相關的風險評估而制定，並包括
點火不良程序以處理不同類型的
點火故障。非電起爆系統應該被
優先考慮。

制，例如，可燃物質、易燃液體、壓縮
氣體在隧道應保持在最低儲存量。要
嚴格執行 5S計劃，將任何在該工作班
次中不迫切需要的物料移走，存放在
地面的存儲區域。一般安全措施有：

• 存儲在隧道內的可燃物料，其附
近顯眼位置應有適當的滅火設備
（包括固定設備和手提滅火器）。

• 在隧道內的易燃液體容量應不超
過一天所需。易燃液體容器下方
應設有接滴盤以盛接洩漏，而這
些盤應定期清倒。

• 在地面以下，氧氣瓶應與易燃氣體
（如乙炔、石油氣）的氣瓶隔離，
在使用時除外。

• 任何不能被移除的可燃垃圾應存
放在能緊閉的金屬箱內，並遠離
明火和其它火災隱患。

• 在隧道進行焊接和切割（包括手提
切割碟）會比露天引起更大的火
險。若不能避免此等熱工序，便
應設立一個「工作許可證」制度，
禁止單獨工作，需要有其他工友
駐場協助，偵察火警及即時把它
撲滅。

• 在地下絕不應使用以電油驅動的
發電機組作電弧焊接之用。

• 電氣設備應有足夠的負載，並正
確安裝、使用和維護，以減少造
成火災的源頭。

• 所有的隧道掘進機 (TBM)應該設
有固定滅火系統，覆蓋機器的高
風險位置。

• 在壓縮空氣下工作，應配備特殊
的高壓手提滅火筒 (hyperbaric fire 
extinguisher)。

危害 6：電擊
在隧道作業應注重電力系統的規

劃、管理及控制，因為環境條件可能
會非常嚴苛，並有高電壓 (HV)配電的
使用。一般安全措施有：

• 安全的工作系統應到位，至少包
括：工作許可證、測試許可證、
開關時間表、進入限制。

• 為著個人和工程的安全，應確保
電源的連續性，特別是有關照明、
電泵、大氣監測設備和通風、壓
縮空氣工作、信號和通信、警報
和停機系統。

• 照明或手提工具應該用已降低電
壓的電源 (reduced low voltage)，
即 110伏，50赫茲。

• 在潮濕或密閉或導電性條件下
（如金屬管內），照明或工具應考
慮使用特低電壓系統 (extra low 

voltage)，即不超過 50伏（交流）。
• 電氣設備應根據電路故障級別進

行選擇，並應能承受 3秒的故障等
級。

• 所有電氣裝置和設備應接地及接
駁，以減少危險電壓上升的機會，
並讓電路保護迅速清除任何故障。

• 漏電斷路器 (RCD)應該用來提供
輔助的保護以防止對地洩漏電流。

• 電纜應該沿著隧道側壁的升高位
置，以遠離水和來往的車輛。

• 在選擇開關設備、控制設備、電機
等設備時，應考慮它們的構造及
材料能否應付預期的工作環境，
如潮濕、鹹氣和塵土飛揚。
－ 危 險 區 域 的 分 類 應 按 環

境 是 否 潛 在 爆 炸 性 氣 體
(EN60079-10-1)或可燃粉塵
(EN60079-10-2)，以決定是
否採用已提高安全性、本質
安全、隔爆、或防爆的電氣 

設備。
－ 應徵詢設備製造商，有關防

爆設備是否適用於在壓縮空

鑽挖隧道機在更換鑽頭時，技術員經過加壓程序推
入隧道挖掘面，否則挖掘面是無人工作區。

在隧道口控制站，除了登記出入，領取個人自救呼
吸器外，還要留下香煙火機。

危害 5：易燃品處理不善引致
火警

在隧道的密閉空間，容易著火或
助長火災發展的材料都應被消除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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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運作而出現爆炸性氣體的
環境。

－ 電源線應為阻燃。
－ 馬達應為符合 EN60034-5的

全封閉扇冷式。

危害 7：人體從高處墮下
工友在隧道的高處或豎井位置作

業，若在不合規格或承托力不足的工作
台上工作及沒有佩戴防墮裝備時，便
會形成工友從高處墮下的受傷風險。
一般安全措施有：

• 在隧道內應提供充足的照明，避
免工友因燈光不足而誤墮坑槽；

• 提供安全的進出及上落通道（特別
在豎井位置）；

• 高空作業的工作場所週邊應架設
合規格的護欄及踢腳板；

• 若因工作環境的限制而暫時無法
設置護欄時，工友應使用其他防
墮裝備，例如安全網、安全帶等，
並將安全帶扣於穩固的地方；

• 在豎井內的工作平台應該有一個
堅實的頂板，以提供遭物件墮下
擊中及潮濕環境的保護。

• 棚架工作台的搭建、擴建、更改
或拆除應由經驗充足的曾受訓工
人及在一名合資格人員督導下進
行。安全使用棚架還包括：
－ 棚架在首次使用及緊接每次

使用前的 14天，須由合資
格人士定期檢查及簽發表格
五，確保棚架可安全使用；

－ 維修檢查而發現的損壞，應
立刻作出改善及╱或張貼告
示；檢查次數可以視乎棚架
的使用情況及環境改變而增
加；

－ 工作台應要有約 900毫米至
1,150毫米高的護欄及 450毫
米至 600毫米高的中護欄及
加設最少 200高毫米的底護
板（踢腳板），以防止工友從
工作台墮下。工作平台面板
及支撑架應有足夠強度；

－ 應進行定期巡查，檢查工作
平台是否良好無損，否則需
要安排維修。

危害 8：大型設備
在隧道中的密閉空間中，當發生

危險情況時，後果可能會更嚴重。應
給予電氣、機械和氣動設備的操作人
員合適的指導和培訓，輔以在設備上
提示操作和維修步驟的告示，還要控
制所產生的噪音。一般安全措施有：

• 氣動設備的軟管、接頭應加以保
護，佈線要遠離可能造成撞擊或
割損的地方。假如它們在使用時
破爛，所引起的空氣逸出會造成
猛烈的鞭打效應。

• 超過 37千瓦額定輸出的柴油機應
符合 EN1679-1，以防止可能引起
在隧道廢氣顆粒含量超標的排放，
及確保設計已盡量減少火險。

• 應避免在地面下使用汽油發動機，
在緊急情況下，而當替代品是行
不通的時候除外。

• 與隧道施工相關的操作中若需使

用鑽探和打樁機，它們應分別符
合 EN791和 EN996的要求。

• 除了前面提到的行車安全要求，
搬土機械應符合 EN474。履帶車
輛能夠鎖定一邊履帶而轉向及原
地轉向，因此規劃行人通道時，
必須考慮站在履帶車輛旁邊的員
工有被履帶撞倒或被困的危險。

• 當使用皮帶輸送機時，應採取措
施，盡量減少附近工作人員的風
險，以機械護罩遮擋所有鏈條，
鏈輪，齒輪，皮帶和轉入夾口。

• 起重機械及吊具應遵守法例所有
有關檢查、測試和徹底檢驗的要
求。

• 進行地面和工作層面之間的吊運，
溝通應保持良好，既為控制升起
和降低的動作和方便交換正在處
理負荷物的信息。

• 只有當起重機或吊重機被用於人
員運輸而建造，才可用於這一目
的。

危害 9：患上氣壓病
患上氣壓病的原因是由於工友離

開壓氣施工工地，壓力減少了，因而引
起人體的異常反應。這些異常是因為
溶於體內氮氣的張力減低，當身體曝
露於壓力下降的環境時，氮氣會被釋
放到離開身體的氣體中，若氮氣被逼
離體液的速度太快時，會形成氣泡，
氣泡會在身體內任何一個部分形成，
而所產生的氣泡可涉及任何器官，其
顯現可由急性至慢性不等，俗稱「減壓
病」。常見的症狀可包括：骨骼及關節
重疼痛、骨骼及關節受損、肩或髖關節
疼痛及肺部、耳朵、鼻竇道受到損害，
（如耳膜破裂）等。一般安全措施有：

• 從事加壓工作前，員工應接受身
體檢查，由指定醫生檢查身體，
並填寫相關的壓縮空氣工作人員
健康登記冊，以證明該人體格適
合擔任該項工作。一般而言，員

可在軌道移動的金屬棚架工作台。

拯救用吊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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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如感身體不適或患上呼吸道疾
病，則不宜從事加壓工作。

• 供應壓縮空氣給任何員工的工業
裝置須有適當的設計，這包括氣
壓調節室、氣壓施工室、高壓醫
療室或覆壓減壓室。承建商須指
定一名具備合適資格或經驗的人
主管這些供氣工業裝置。

• 制定安全工作守則，內容涵蓋：
－ 隨氣壓增大，工作時間應縮

短及休息時間需加長的安排；
－ 加壓和減壓程序；
－ 緊急應變程序；
－ 裝備和器材的保養安排；
－ 確保所有員工已接受相關培

訓、指導及具備相關經驗以
應付該項工序的安排。

指領導層、直屬經理、後勤部門同事、
以及前線工友。良好的安全管理可從
多方面的表現觀察得到，包括領導及
管理、員工參與、能力培養、和以上提
及能落實到各風險擁有人的風險管理。

發揮管理領導的各級領導會執行
以下的行為：

• 以行動證明他們的安全承諾，並
知道的關鍵的職安健問題。

• 保持注意力放在重要的風險和實
施適當的控制。

• 就有關健康和安全的問題諮詢員
工。

• 及時挑戰不安全的行為。
• 以系統的方法來管理健康和安全。
• 確保員工了解與他們的工作相關

的風險和控制措施。
• 確保各人都明白自己和別人的角

色。
• 確保分包商遵守相同標準。
• 確保文件檔案是當前的、有條理

的及相關的。
• 確保安全表現得以量度，以檢查控

制是有效的和標準正在實施中，
並從錯誤事故中學習。

著重員工參與的環境會出現以下
情況：

• 資料、指示和訓練提供充足，讓
員工以一個安全和健康的方式工
作。

• 員工的安全代表開展全方位的功
能。

• 員工有被及時諮詢（直接或通過其
代表），有關他們的職安健問題與
風險評估結果。

• 職安健問題有反饋機制：
－ 「建議箱」或與管理層正式的

公開會議；
－ 團隊舉行會議，並可以經授

權由員工來領導。

• 管理者與工友之間進行有關職安
健的聯合決策。

擁有勝任能力的全體員工會有以
下的表現：

• 各人獲得必要的培訓、技能、知
識和經驗，以履行他們的職責，
並給予足夠的時間來這樣做。

• 在正常工作時間，接受訓練，毋
需自費學習。

• 在內部和外部共享汲取的經驗教
訓和良好做法。

• 全體都知道由企業造成的風險，
並了解如何管理它們。

• 主要負責人被識別，並且有明確
規定的角色和職責。

總結
隧道施工安全需要有系統的風險

管理及注重各級人員安全行為的安全
管理制度。本地及外國眾多隧道建造
期的意外表明完善風險管理的迫切需
要，而上屆大型奧林匹克公園工程項
目的突出安全表現也顯示管理領導及
員工參與的重大影響。畢竟，施工安
全需要控制危害的理性方法結合改善
行為的人性手段，相輔相承。

主要參考資料：
1. 職業安全健康局，2009年 9及 10

月，隧道工程的職安健，《綠十
字》，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

2. BSI. (2011). Code of practice for 

health and safety in tunnel ing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S 

6164:2011. UK: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3. HSE. (2013). Managing for health 

and safety (3rd ed.). HSG 65. 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4. ITIG. (2006). A code of practice 

for risk management of tunnel 

works. CH: International Tunnelling 

Insurance Group. 

候命醫療減壓室，由合資格人員主理。

良好的安全管理
有時看似將所有安全隱患都管理

好，便能防止工業意外，同時達成安全
管理的最終目的。但是，縱使所有安全
危害都被識別了，很多時候並未能完
全消除所引起的風險，或者也未能阻
止在風險處理過程中帶來的新風險。
再者，即使在有限的時期達到零意外
及╱或零事故，也未能表示全體員工
正在做得正確、做得有效率，所做的作
為能經得起人事變更和時間考驗。除
了符合法例要求外，隧道工程工地確
實需要完善的安全管理以控制及提升
安全表現。任何過程或系統的成功，
仍然取決於人員在組織中的態度和行
為－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這些人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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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素有「亞洲美食之都」的美
譽，飲食業發展興旺。現時全港約有
一萬六千間飲食服務機構，僱用超過
二十三萬名員工。然而，在行業急速發
展的同時，意外數字卻為所有行業中
最多。主要意外類別為灼傷、被手工
具所傷、滑倒絆倒和提舉重物時受傷
等。雖然大多工傷事故性質較輕微，但
足以對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職業安
全健康局一向重視飲食業的職安健，
每年均展開一系列的推廣活動，透過
宣傳推廣、訓練和安全設備資助等，為
餐飲服務業提供全方位的職安健服務。

為了進一步整合職安局在飲食業
方面的宣傳推廣、教育、訓練、研究和
資助計劃等各項服務，職安局今年成
立「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成員
有來自餐飲業界的商會和工會代表、
勞工處和保險業界的代表。以收集飲
食業界對業界職安健的意見，並向職
安局匯報和提交建議；促進飲食業各
界在職安健事務上的聯繫和合作；協
助本局推動和提升香港飲食業工作安
全水平。

在職安局的會議室甫坐下來，新委
任的「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主席
陳永安先生隨即精神抖擻地講述他在
飲食業 25年的經驗。作為一家擁有 10

個品牌、超過 100間分店、管理香港及
內地四千多員工的飲食集團負責人，
陳永安先生表示近年飲食業的發展轉
旺，但亦面對多方面的挑戰，例如人
手短缺、市場競爭、租金上漲等。加上

飲食業是本港錄得最多工傷意外的行
業，令行業人手更為緊張，同時更令
業界勞工保險費大幅攀升。

替工，更可調低每年保險費用。業界
如能眾志成城，創出提升職安健水平
的有力數據，便有助業界在每年的勞
工保險金額上提出議價。陳主席對委
員會日後的工作充滿信心，亦希望保
險業能見證業界在減少工傷數字這方
面作出的努力。

陳主席表示，早在 2002年已於其
旗下飲食集團推行 5S工作場所整理，
藉此除去一些引致飲食業工傷意外的
主要成因，例如物品過多、存放凌亂，
工作環境擠迫、通道阻塞、地面凹凸
不平、水漬、油漬及食材殘渣沒有及時
清掃等工作環境管理上的問題，從而
提升了安全、衛生、品質、效率及形象
等多方面的表現。推行「5S」後，明顯
改善了分店的環境，工傷意外減少，
團隊精神增強，大家可以見到推行「5S

工作場所整理計劃」的實際成效。集團
在職安健的努力亦獲得廣泛認同，更
多次囊括由勞工處及職安局合辦的飲
食業安全獎勵計劃中多個獎項。陳主
席表示這些工作都需要員工的自發性
去執行。所以，他希望通過這委員會，
將自己在行業的經驗與大家分享，一
起互相學習。

陳主席十分重視內部管理與培訓，
他笑說：「無論是管理階層或剛入行
的新人，他們都要先『洗腦』」！他指的
「洗腦」是參加公司為期兩天的入職培
訓，從而讓一位新入職員工了解公司
的文化和標準、工作守則和要求、安
全設備的應用等，明瞭每項工作規範
背後的原則，譬如燒味師傅需佩戴口

陳永安先生表示近年飲食業的發展轉旺，但亦面對
多方面的挑戰，例如人手短缺、市場競爭、租金上
漲等。加上飲食業是本港錄得最多工傷意外的行
業，令行業人手更為緊張，同時更令業界勞工保險
費大幅攀升。

其旗下集團以往亦曾因工傷數字
增加，令勞工保險費用上漲了三倍。
但經集團管理層、全體員工和職安小
組近年在落實職安健工作上的堅持和
努力不懈，集團工傷意外的宗數和日
數均下降百分之五十，工傷賠償日數
更比高峰期減少百分之七十。經多年
努力於集團推動職安健，保障員工的
安全和健康，除保留了集團珍貴的人
力資源，集團的勞工保險費用亦已下
調至合理的水平，可以稱得上達致雙
贏局面。

陳主席希望通過「飲食業職安健督
導委員會」，集中聚焦飲食業的職安健
工作，集思廣益，互相借鑑，促進新的
職安健管理方法。他肯定各方面都能
從中得益，員工可以在一個安全的工
作環境工作，減少受傷機會，公司減
少人手短缺情況，又不需要經常聘請

職業安全健康局
「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主席

陳永安先生專訪



職業安全健康局「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主席陳永安先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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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是因為工作需要與客人交談，在食
物衛生上要避免飛沫濺到食物上。在
工作安全上，他們要認識日常工作佩
戴防切割手套、隔熱手套及穿著防滑
鞋的重要性，而推行這些安全措施歸
根究底是為保障員工。對於未有遵從
相關安全守則的員工，經理必須悉心
指導他們，舊同事亦要協助新同事去
習慣和適應工作上的職安健要求。現
代飲食業管理的文化需要時間培養，
並由上級做起，以身作則做好職安健
工作。

此外，陳主席認為除個人防護裝
備外，工作環境和設備的規劃和設計
對促進職安健，減少工傷意外十分有
效。尤其在新店進行裝修時期已要作
好準備或者添加設備，例如：廚房增
添冷氣、選購防滑地磚以改善工作環
境；研發生產設備，減省員工切割食
材及進行一些重複性動作，減少切傷
或造成肌肉勞損機會；甚至在「啤水」
溶雪設備的去水設計上改善過往出現
弄濕地面的情況。

為確保集團的安全管理能上行下
達，每間分店需定期提交內部工傷報
告。若該分店於三個月內都沒有工傷，
便獲得嘉許獎金。集團透過對員工的
培訓、獎勵及員工參與各項比賽等，
管理層及員工的職安健意識都有顯著
提升。再配合場地實施「工作場所整理
計劃」，及工作環境和設備的妥善規劃
和設計，大大減少集團的工傷意外，
達致「安全、衛生、品質、效率、形象」
的更高標準，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此外，在日常工作上落實職安健，
主管亦必須以身作則。每當發生工傷
意外，公司會向受傷的員工發出慰問
信，表達公司對員工的關懷。集團的
職安健小組亦會作出跟進，並和其他
員工分析事故，防止同類意外再次發
生。陳主席強調：「職安健工作須從上
而下，從老闆做起，以身作則，才能有
成效。」

而在店舖層面的職安健措施及佩
戴個人防護裝備是非常重要。經職安局
近年在飲食業大力推廣穿著防滑鞋、
防切割手套及隔熱手套，業界在使用
這些個人防護裝備亦變得普及起來。
但有些師傅，尤其中廚不習慣使用防
切割手套，感到有礙大師形象、妨礙工
作；日式壽司師傅更因手感關係，從
來不接受手套。陳主席的集團亦一直
致力改善的員工行為習慣，對切割工
序安全有所規範，例如斬骨時會使用
鋼絲手套，切割一般食材時會用纖維
防切割手套，令因使用刀具而受傷的
意外大幅減少。他明白要從業員適應
和熟習這些規範是需要時間和持續教
育，而始終教導員工要先教導老闆，
以明瞭職安意識的重要性。

談及現時職安局推出的「飲食業優
質職安健企業先導計劃」在業界引起正
面迴響，職安局為食肆前線員工及管
理層提供「到會式」的訓練課程，安排
導師到食肆講解職安健知識，令員工
可彈性安排學習時間，十分受歡迎。

此外，職安局亦提供免費顧問服
務，協助申請食肆建立 5S良好工作場
所整理計劃，從而提升食肆的職安健
及整潔水平。成功通過評核的食肆，
可成為「優質職安健食肆」，並獲職安
局資助港幣五千元購買個人防護裝備
如防滑鞋、防切割手套及隔熱手套。

據一些參加食肆表示，在顧問的實地
視察及專業指導過程中，員工的安全
意識有所提升、食肆的職安健和整潔
水平亦得以改善，最後能否成功通過
評核已不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六間飲食業企業獲頒發「優
質職安健食肆」，陳主席滿有信心表示
今後會有更多食肆參加「飲食業優質職
安健企業先導計劃」。他認為獲獎食肆
都有一些共通點，例如有良好的工作環
境、同事間都能互相關顧、員工普遍安
全意識亦較高。但陳主席指出：「最關
鍵的是實行職安健的決心和持續性。
有些食肆最初積極推行職安健及良好
工作場所整理計劃，但往往因不能持
之以恆而令計劃荒廢，例如員工更替
而沒有安排應有的訓練、因貪方便而
將貨物隨意擺放、自行取走機器的安
全護罩、安全標示殘舊卻沒更新等。」

在問及面對職安健改革的最大挑
戰，陳主席認為是來自整個行業。「飲
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和他亦會竭盡
全力，不奢望短時間有大改變，而是先
起步，以減少工傷數目為前題，其次
就是工傷的嚴重性。在今年內，他希望
能達到的目標就是：飲食業工傷意外
不論在宗數或日數都可大幅減少。今
年職安局以「護手」作為飲食業工作安
全推廣活動的主題，因為業界切傷割
傷手部的工傷個案最多，希望能透過
宣傳推廣，提升業界職安健意識。 

職安局推出多項計劃以協助飲食業界提升職安
健水平，其中包括教育訓練及資助計劃等。

有興趣參加「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
先導計劃」的食肆，可掃描上列的二
維條碼，以瞭解更多相關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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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學品安全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Safety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產業的發展，

工作場所中使用的化學品種類及數量

越趨繁多，化學品危害風險亦相應增

加。世界各地的機構組織都積極建立

化學品風險管理制度，並採取不同的

控制措施，嚴格監管化學品的運送、

儲存及使用，以減低化學品對人類健

康或環境帶來的影響。

職業安全健康局的化學品安全及

健康諮詢委員會於 2014年 3月 14日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國際化學品安

全研討會」，由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

師，B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邀請來

自英國、澳洲、台灣及本地的專家，分

享化學品安全管理及風險管理方面的

實務經驗。黃主席致辭時表示欣見逾

400名來自不同界別，包括政府部門、

大專院校、商業實驗室、公用事業的

參加者參與研討會。因應各行各業日

益興旺，化學品的使用已變得非常普

及；然而，不少從業員並不熟諳化學品

對健康及工作場所帶來的危害，而管

理階層又未能夠貫徹執行嚴格的指導

和監管，有可能導致意外的發生，不

但危及從業員的安全和健康，更對其

家庭、機構以至社會造成經濟損失。

要改善情況，有賴同業的不懈努力，

由上而下提高從業員對化學品安全的

警覺性。

研討會當日的講者包括英國健康

及安全執行局健康安全化驗所總裁比

爾 •尼克森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署物理學家曾美思博士、臺灣大

學化學系梁文傑教授、香港大專院校

安全事務小組代表侯嘉敏博士、澳洲

Riskom國際有限公司總裁簡派斯先生

及香港測檢認證協會有限公司代表幸

壽明博士，他們分別分享各地對化學

品安全管理及風險管理方面的實務經

驗。會後的提問環節由職安局化學品

安全及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郭富超博

士擔任主持人，與會者踴躍發問，希

望能夠更深入了解化學品安全管理所

面對的挑戰和講者的看法。

事實上，化學品安全及健康諮詢

委員會每年均會舉辦宣傳活動，以增

加從業員對化學品安全的認識。今年

首度舉辦「國際化學品安全研討會」，

除了為業界的專家及學者提供平台，

互相交流最新的化學品安全資訊，分享

提升化學品安全管理的經驗和心得，

更為本港在推動化學品安全的領域開

拓國際視野。參加者李成達先生於建

築公司工作，平日也有機會接觸化學

品，例如風煤、電油、油漆等。他認為

參與這次研討會能參考其他國家及行

業如大專院校如何進行化學品的安全

管理，是十分難得的經驗。

研討會上展出化學品安全相關的個人防護裝備及設
備的展覽，讓與會人士掌握最新的資訊。
Participants could obtain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chemical safety 
through the exhibition.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日趨普及，化學品安全及健

康諮詢委員會於去年製作了「化學品安

全資料庫」應用程式，主要功能包括化

學品分類及安全標籤、危險品豁免量

及職業衛生標準的資料搜尋、連結瀏

覽化學品安全刊物及影片等，讓使用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人士便捷地搜

尋化學品安全的資料。有興趣者可於

Google Play Store或Apple App Store免

費下載使用。 

首次舉辦的「國際化學品安全研討會」為本港化學
品安全相關的從業員開拓國際視野，吸引了逾 400
名業內人士參加。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Safety brough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 local 
practitioners in the chemical safety industry, and 
attracted more than 400 industry i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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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 f  t e chno log y  among  i ndus t r i e s , 
different types of chemicals are widely 
used a t  workp laces . Th i s  r i sk o f 
chemical hazards is relatively increased.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 c t i ve l y  e s t ab l i s hed  managemen t 
systems and applied strict regulations 
a n d  c o n t r o l  m e a s u r e s  f o r  t h e 
transportation,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of chemical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emical produ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 h e  C h e m i c a l  S a f e t y  a n d 
Health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Occupa t i on a l  S a f e t y  a nd  Hea l t h 
Council (OSHC) first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Safety’ on 14 March 2014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Ir Conrad Wong Tin-Cheu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OSHC, officiated at 
the conference; experts from the UK, 
Australia and Taiwan, together with local 
speaker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s o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Mr Wong expressed his happiness 
to see over 400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including government 
depar tments , ter t iar y inst i tut ions , 
commercial laboratories and public 
utilities joining the conference. Mr Wong 
said that although chemicals are widely 
used in our workplace , sometimes 
employees are unfamil iar with the 
potential hazards of different chemicals, 
and the management fails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guidance or appropriate 
procedures to reduce the r isk of 
accidents. This not only endangers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employees, but can 
also result in economic loss for their 
families, their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Mr 
Wong hoped that stakeholders from 
all sectors make a determined effort 
to promote employee awareness of 
chemical safety, with commitment from 
the very top.

Guest speakers of the conference 
included Dr Bill Nixon, Director, 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 of the 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Ms Tsang Mei-sze, 
Physicist,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fessor Leung 
Man-ki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aiwan University; Dr 
Edmund Hau,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Hong Kong Tertiary Institution Safety 
Advisory Group; Mr Ken Price, Director, 
Riskom International Pty Ltd, Australia; 
and Dr Tom Hun, representative from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Limited 
(HKTIC). They shared their valuabl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Dr Kwok Fu-chiu, Chairman of the 
Chemical Safety & Health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OSHC, being the 
facilitator for the Q&A session followed 
with the conference. Audience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ask speakers questions in order to 
learn 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managing 
chemical risks.

在研討會的提問環節上，各講者積極回應與會者的
提問，分享他們對化學品安全管理的心得。
During th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the guest 
speakers delighted to respond and generously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Indeed, the Chemical Safety and 
Health Advisory Committee organizes 
variety of publicity event every year to 
raise employee awareness on chemical 
safet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Safety’ held this year, 
not only provided a p lat form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industry 

to discus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chemical safety,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of how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but also conveyed an 
internat ional perspect ive to Hong 
Kong’s efforts to strengthe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Mr Lei Seng Tat, one 
of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works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he indicated 
that chemical products like acetylene, 
gasoline and paints are daily used in 
his workplace. In his view, the event 
offer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e.g. safety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in the tertiary institutions.

研討會上舉行了「化學品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2013」頒
獎禮，並展出各得獎作品。這個比賽旨在鼓勵學生
和公眾人士發揮創意，加強對化學品安全的關注，
培養正確的安全文化，共接獲逾 250份作品。
At the conference, the ‘Chemical Safety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2013’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conducted, the winning entries were 
displayed. This competition aims to encourage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to unleash their creativity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chemical safety. Over 250 entries in total were 
received.

Moreover, given the popularity 
of smar t phones and tab lets , the 
Chemical Safety and Health Advisory 
Committee developed a ‘Chemical 
Safety Database’ app last year which 
offers a search function to lookup 
information on chemicals, including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dangerous 
goods exempt quantity,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publications and videos, 
etc. In this way, users of smart phones 
and tablets can quickly and easily access 
key information on chemical safety. The 
app can be downloaded free of charge 
via the Google Play Store or Apple App 
Store. 



目標導向監管理念－
英國健康及安全執行局健康安全化驗所
總裁比爾尼克森博士專訪
Goal-based Regulatory Philosophy -
Interview with Dr Bill Nixon, Director,
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
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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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尼克森博士於 2007年加入英
國健康及安全執行局 (HSE)健康安全化
驗所 (HSL)，現任國際商業總裁。他在
風險管理領域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過往 30年一直參與多個項目，旨在加
強公營機構及私營企業在安全及環境
範疇的風險管理工作。

作為一所政府機構，英國健康及
安全執行局負責監管一系列化學品，
由廣泛使用的家用化學品，以至有毒及
危害物質包括殺蟲劑及殺菌劑不等。
尼克森博士於剛舉行的「國際化學品安
全研討會」上進一步講述這一系列物質
的監管範圍，並扼要講解不同範疇所
運用監管方法的差別，以及科學在研
究中擔當的角色是確保基於證據推論
並作出相應的監管行動。

會後的訪問中，尼克森博士概述
「關顧責任 (the duty of care)」的原則鞏
固了HSE的監管理念。關顧責任取決於
機構有否對員工及工作場所內受影響
的任何人士帶來風險負責，例如一間
機構的商業活動需要處理有害化學品
並從中得到利益，就應該承擔關顧責
任。該機構應該在設計和管理營運上
減低所帶來的危害風險，包括考慮員
工的工作等。這套監管理念的最大特
點是以目標導向 (goal-based)為主（即非
以規定 (prescriptive)為主）：「我們不會
告訴營運者應該做什麼去履行關顧員
工的責任，例如不會規定他們如何處
理化學品或應該用哪些儲存設備等，
取而代之是我們可提供指引，同時要
求營運者去證明他們已滿足達到關顧
責任。」尼克森博士表示HSE的角色最
重要是促進良好風險管理。

至於目標導向的好處，尼克森博
士表示：「自行承擔責任可加強營運機
構的管理層以至其員工對所面對的危
害的認知。」他亦指出以規定為主的監
管方法有其不足之處：「當監管以規定
為主時，會較難採納創新的發明和科
技，例如處理危險物料的創新方法。
相反，以目標導向為主的話，只要能
夠說服監管者新概念有助風險管理以
及達至關顧目的，就可以採用。當然
以規定為主的系統也能夠採納新的方
法，但是監管者必須擁有非常豐富的
知識基礎去作出改變。」

尼克森博士於演講中引用實際例
子闡述科學在提供良好對策時所擔當
的角色。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應用「後果
模型 (consequence model)」來規劃土地
用途以興建處理危險物質的設施。以
化學物質遇水反應為例，在某些意外事
故中，危害物質會被釋放出來，例如氯
氣。但很多意外事故中所產生的化學
作用可能非常複雜，往往很難模擬（預
計）所釋出的化學物質形態和數量（所
謂「來源項」(source term)）。尼克森博
士以四氯化鈦 (titanium tetrachloride)
作為來源項的實驗為例，雖然當四氯
化鈦與水產生化學反應時會釋出有毒
的氯化氫，對人體有毒，但實驗卻證明
在實際模擬混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
熱反應比起理論上（假設理想地混合起
來）所估計的少。這個來源項減少的結
果假如應用於模擬規劃土地用途時，
正好作為決策的輔助標準，因此土地
規劃時的矛盾影響結果明顯減小，從
另一角度看，是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
的潛力。

至於在香港是否適用「後果模
型」，尼克森博士認為例如透過網上平
台不難找到「後果模型」的進一步資料
作為參考，而這套模型本身亦不難應
用，值得關注的是以什麼標準去衡量
使用模型後的成效，這是須要思考的
難題。如果這個標準是反映在風險與
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對於好像香
港這樣一個地小人多的地方，就有必
要仔細考量。尼克森博士透露HSE/HSL
現正在比較不同國家所使用的風險標
準以協助新加坡政府制定相關標準，
所得的結果或可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
參考用途。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頒發紀
念狀予比爾尼克森博士。
Chairman of the OSHC, Ir Wong Tin Cheung Conrad, 
BBS, JP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commemoration to 
Dr Bill Nixon.

當然，實行目標導向系統需要投
資成本：「為了讓執行法例的檢察人員
可以與持責者進行審慎討論達至自主
風險管理的共識，他們都必須是經過
全面的訓練。因此，過去數個月，有 30
名新加入HSE的檢察人員，他們都需要
參與有系統的培訓計劃，包括在職培
訓（主要）和課堂學習，這個獲認可的
培訓計劃為期兩年，我們認為這項投
資對執行法例及推行良好風險管理是
有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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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ill Nixon joined the 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 (HSL) of the 
UK Hea l th  and Sa fe t y  Execu t i ve 
(HSE) in 2007. His current position i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rector. He 
is an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 in the 
field of Risk Management.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 number of programmes directed 
at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risk 
in the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arenas, 
covering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s a national inst itution, HSE 
regulates a wide range of substances 
considered to pose a hazard to health: 
from chemicals in widespread domestic 
use, to highly toxic and hazardous 
materia ls , including pest ic ides and 
biocides. At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Con fe rence  on  Chem i c a l  S a f e t y, 
Dr Nixon discussed the variety of 
substances covered by the HSE and 
outlined the ways in which the UK 
regulatory approach varies across the 
spectrum. He also indicated the ro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nsuring evidence-
based reasoning and proportionality in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Dur i n g  ou r  po s t - con fe rence 
interview, Dr Nixon outlined the ‘duty 
of care’ principle, which underpins HSE’s 
regulatory philosophy. Basically, the duty 
of care towards employees, and others 
affected by workplace activities, rests 
with the organization which creates the 
risk. So, for example, an organization 
which handles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benefits from such business operations, 
has an associated duty of care. It should 
design and manage operations, including 
the job roles of its employees, in such 
a way as to limit the risk of harm. This 
regulatory philosophy is also largely 
characterized as being ‘goal-based’ 
rather than ‘prescriptive’. ‘We generally 
will not tell operators what they should 
do to fulfil their duty of care to their 
employees. For example, we will not 
prescribe particular chemical handling 
or storage devices. We may provide 
guidance on various matters but will 
ask operator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have adequately met their duty of 
care responsibilities,’ said Dr Nixon, as 
he described HSE’s role as essentially 
facilitating good risk management.

Re f lect 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a goal-based system, Dr Nixon 
commented , ‘ B y  shou lde r i n g  t he 
responsibil ity, operators are better 
able to ‘own’ the risks that need to 
be managed and to ensure managers 
and employee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azards they face at work.’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disadvantages of a 
prescriptive regulatory regime. ‘When 
regulat ion takes on a prescript ive 
approach, i t is less easy to adapt 
to new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y, 
such as a brand-new way of handling 
dangerous materials. In contrast, a goal-
based system is more open to new 
concepts as long as the regulator can 
be convinced that risks are managed 
and the duty of care accounted for.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dopt innovations 
under a prescriptive system; however, 
the regulator must have a very rich and 
extensive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to 
be able to change the rules.’

There is, of course, an investment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goal-based regimes. ‘In order for 
regulatory inspectors to enter into a 
dialogue with duty-holders and have 
discretion to reach agreement on risk 
management options, they need to be 
very well trained. So, for exampl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around 30 new 
inspectors have been recruited by HSE. 
All of them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an extensive training programme, 
including on-the-job training (the major 
par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This 
accredited training programme lasts for 
two years. We judge this investment to 
be well worth the benefit in terms of 
proportionate regulation and good risk 
management.’

In his presentation, Dr Nixon 
outlined the role of science in helping 
t o  p rov i d e  good , p ropo r t i on a t e 
decision-making. He then presented 
some examples of how this operates in 
practice. In one of these, he described 

the use of consequence modelling to 
help in land-use planning decisions 
around facilities handling hazardous 
materials. The example focused on 
water reactive substances, where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model (predict) the 
amount and chemical nature of material 
which might be released (often called 
the ‘source term’) in the event of some 
kind of incident. The chemistry here 
i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involving 
releases of other hazardous substances 
such as chlorine. Dr Nixon outlined 
some experimental work aimed at 
predicting the source term for one 
such substance, titanium tetrachloride. 
This releases hydrogen chloride when 
it reacts with water, which is toxic to 
humans. The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the amount of heat released 
during more realistic simulations of 
the reaction conditions, is less than 
that which would be predicted on 
a theoretical basis (assuming ideal 
mixing). When the resulting reduced 
source term was input into the land-
use planning model, with its associated 
criteria for decision-making, it resulted 
in the area of land affected by planning 
constraints being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 i s , in turn , he lps promote the 
potential for economic growth.

As  to  whe ther  consequence 
modelling can be applied in Hong Kong, 
Dr Nixon suggested that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find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technique (e.g. on the Internet) 
or to adopt the model itself. What 
merits our attention is the criteria 
which would be used to judge the 
model outputs . This is where the 
difficult thinking needs to take place. 
Such criteria reflect a balance between 
r i s k  and economic  deve lopment , 
which would perhaps need special 
considerations in Hong Kong, with its 
large population located in a relatively 
small area. Dr Nixon revealed that 
HSE/HSL is currently assist ing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risk standards and comparing those 
us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which may be useful as a reference 
for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剷車的操作及訓練受《工廠及工業
經營（負荷物移動機械）規例》規管，這
表明剷車操作是高危作業。今年 2月報
章報道一宗剷車意外，一名 67歲地盤
剷車操作員在處理剷叉上貨物期間，
慘遭剷車門架活活夾死，令建造業平
添一宗致命意外。此外，另一資深剷
車操作員於 4月在貨櫃碼頭倒車時，連
人帶車墮海溺斃。資深持牌操作員為
何會遭遇此工業意外？是因為沒有正
確的風險意識？還是沒有培養良好工
作習慣？

2010年及 2012年的《綠十字》內曾
刊登文章，分析本港及外地剷車意外，
歸納出 13種意外成因，讓大家從中汲
取教訓。從訓練目的的角度來看，意外
成因可以分類為與工作態度、工作技
巧或工作知識有關（表 1），當中以欠缺
謹慎的安全態度佔最多。本文補充本
地意外個案，包括搜尋自 1997年本局
開辦公開剷車訓練以來直至本年初，
經報章報道的意外。在本局剷車訓練
的理論課節中，除詳盡講解安全操作
技巧、穩定性原理等知識外，還以朗
朗上口的四組安全操作要訣作摘要，
提醒學員注重安全行為。當意外以這
些安全操作要訣分類（表 2），便發覺不
遵從「高叉轉彎唔好制」及「留匙在車招
意外」的後果最嚴重，大多數致命；而
不依照「開車之前顧四方」、「倒車回頭
向後望」及「轉彎慎防車擺尾」所導致的
意外發生機會最多，主要為非致命受
傷。本文將探討剷車安全操作訓練及
工作安全行為計劃的應用。

表 1：剷車意外個案原因分類
與工作態度有關：
1. 操作員沒有熄匙而離開座椅
2. 錯誤使用剷車
3. 在高叉行車時轉彎
4. 沒有足夠的視野及觀察
5. 非法加裝額外的平衡重物
6. 剷車欠妥善保養維修
7. 未有時刻自律守規
與工作技巧有關：
1. 與其他工友欠缺默契
2. 未有穩固所載貨物
3. 身處於剷叉下
與工作知識有關：
1. 沒有接受過法定訓練而操作
2. 未有留意剷車的能力局限
3. 未有深入理解安全規則

（參考來源：職業安全健康局，2010年
9月及 10月，剷車操作安全－個案分
析，《綠十字》；職業安全健康局，2012
年 1月及 2月，剷車操作安全－個案分
析，《綠十字》。）

1. 正確意識風險
當沒有正確意識風險，我們便

會作出錯誤的行為而不自知。意識
(percept ion )不是單純的感官刺激
(sensation)，而是一個過程，讓我們整
理、解讀、分析和整合這些感官刺激，
嘗試構建一個有含義的解釋。我們過
去的經驗影響到我們目前的意識。一
個偏頗的看法可能很難糾正。有效的
訓練及宣傳能調整選擇性注意及提高
風險意識，讓工友正確意識工作上的
職安健風險。

1.1 調整選擇性注意
選擇性的注意令我們出現心理盲

點，因此必須要調整，以防阻礙看到
明顯的危害。當我們過份專注於單一
事項，例如在最短時間完成手頭上的
工作，這心理盲點便會出現。例如，
2010年在廢料場的剷車致命意外中，
操作員極有可能因過份專注於綑綁在
剷叉上的數袋廢料，而未能察覺被夾
的危險，上半身鑽進剷車門架背後罅
隙。隨後，他突然滑倒，誤觸操控桿，
門架向後拗動將他腰部夾實致死。於
2013年，在倉庫起卸區的一名 53歲操
作員身上。他於工作期間，疑未有察覺
貨台邊緣，連人帶車墮下 1.5米貨台，
被剷車重壓吐血命危。

我們的思想需要預先做好準備，
有足夠時間去自由思索問題，尋找可
能的解決方案。職安局提供的多個訓
練課程，如「安全施工程序」、「危害識
別活動」、「指差呼稱」等，教授學員在
每天或每更開始前，為當天工作做風
險評估，讓前線施工小組參與處理切
身的安全風險，執行該組認同而實際
可行的控制措施。這是將解決問題的
步驟應用於前線風險評估及控制的方
法，在「指差呼稱」課程內稱為「四階段
法」（亦即每日「安全施工程序」內的「危
害識別活動」）。根據這個方法，剷車
操作員應該能夠預期遭門架夾傷的風
險及剷車墮下貨台的風險，因而提高
警覺，做足如離開座位前熄車拔匙及
駕駛時眼望前進方向等動作。

工作安全行為」和「指差呼稱」在剷車操作安全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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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行為」
和「指差呼稱」

在剷車操作安全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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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安全操作要訣應用於解說剷車意外個案

相關的安全操作要訣 自 1997年本地意外類型、事發年月及個案簡述

小心D

高叉轉彎唔好制

受困於翻側剷車：
2013年 10月，工業中心操作員 1傷
2010年 8月，廢料場無牌操作員 1死
2006年 3月，紙品廠夜更操作員 1死

留匙在車招意外

遭門架夾著或遭溜前剷車推撞：
2014年 2月，資深地盤操作員 1死
2010年 3月，廢料場操作員 1死
2006年 9月，馬路上操作員背部遭溜前剷車推撞 1死

剷車載人累工友

乘客遭拋出：
2013年 3月，機場貨運站剷車落斜失事 2傷
2006年 12月，地盤工友腳掌遭輾 1傷
1998年 10月，空運中心工友腹部遭輾 1死

翻側跳車命難保 跳車逃生：
大致同「受困於翻側剷車」及「倒行剷車墮下貨台」個案

做足D 開工不忘先檢查 機件失靈：
1997年 5月，地盤剷車腳掣失靈撞倒通架工作台後翻側 1死

升貨切記拉手掣 2012年 11月，空運中心剷車「工作台」溜後工友墮下 1傷
通道盲點按響號 大致同「前車撞擊行人」及「倒車撞擊行人」個案
維修保養做到足 大致同「機件失靈」個案

睇真D

開車之前顧四方

前車撞擊行人：
2014年 3月，剷車從後撞傷女保安腳眼 1傷
2013年 12月，物流中心剷車撞傷跟車工友 1傷
2013年 2月，地盤剷車撞傷工友小腿 1傷
2012年 5月，貨櫃碼頭剷車撞傷工友右腳 1傷
2011年 9月，貨運中心剷車推撞工友 1傷
2011年 8月，貨倉剷車撞傷工友腳部 1傷
2008年 3月，空運中心剷車從後撞傷保安將其捲入貨底 1傷
2004年 2月，貨櫃場裝上推板剷車推撞俯低的訊號員進入貨櫃內 1死
1998年，醬油廠剷車撞倒梯上換光管工友 1傷

倒車回頭向後望

倒車撞擊行人或剷車墮下貨台：
2014年 4月，貨櫃碼頭「橋邊操作員」連人帶車墮海 1死
2014年 3月，倒駛剷車輾傷物流經理 1傷
2013年 7月，操作員受困於翻側剷車 2傷
2013年 2月，地盤剷車撞傷工友左腳 1傷
2011年 11月，工廠剷車輾傷工友右腳掌 1傷
2008年 4月，空運中心剷車輾傷工友雙腳掌 1傷
2006年 5月，貨櫃碼頭剷車墮貨台 1傷
2005年 8月，貨櫃碼頭剷車翻側壓操作員雙腳 1傷

轉彎慎防車擺尾 大致同「倒車撞擊行人」或「剷車墮下貨台」個案

堆高一定舉頭看 剷叉及╱或負荷物在升起時與貨架貨物、橫樑、消防花灑頭、天花燈具等碰撞，通常
只造成財物損失，故鮮有報章報道。

工作安全健康 車手年齡足十八
持證上崗盡己責
新舊學員齊學習
操作安全目的達

不勝任操作員或誤用剷車作工作台：
2013年 10月，持過期剷車牌操作員撞毀路過巴士，無人傷
2013年 4月，操作員從剷車「工作台」墮下 1傷
2012年 8月，物流業無牌操作員駕剷車撞傷路人 1傷
2010年 3月，倉務主管連人帶車墮升降機槽 1傷
2009年 12月，2名驗櫃員從剷車「工作台」墮下 2傷
2007年 11月，操作員岸邊下車以身擋鐵卷 1傷
2005年 2月，無牌操作員遭後翻剷車撞壓 1死
2003年 9月，地盤剷車落斜失事 3傷
1998年 10月，18歲貨倉見習生連人帶車墮升降機槽 1死

（資料來源：明報、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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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高風險意識
我們的風險意識受多個因素影響

而降低，需要多加警惕。這些因素包
括：

• 自願參與的活動－進行經自由意
志決定的活動，如滑雪、駕駛及
工作，令我們感覺相對安全

• 熟悉的危害－資深容易產生自滿，
正如俗語所謂「遇溺者多深諳泳
術」

• 影響到任何人的危害－戶外工作
的紫外光看似比化驗所內的X光
安全

• 容易遺忘的危害－沒有細節及特
色的個案容易被遺忘

• 集體統計－每年的意外統計看似
與自己無關

• 了解的危害－心臟病的風險看似
比禽流感安全

• 可控的危害－個人因素難於理解，
使事情永不會完全受控

• 可防的危害－事情總有偶然性，
風險只可以減少，不能全被剔除

• 可接受的後果－當匆忙時，出錯
看似為可接受代價（因而引起的傷
亡除外）

今年 2月被門架夾死的地盤資深
剷車操作員，可能對該風險的意識較
低，因為這類意外不常發生。本地報
章在過去 8年只報道過一宗同類的致命
意外，而且發生在另一行業－廢料回
收業。在 2006年，一名大埔工業村紙
品廠 42歲夜更剷車車手，將廢紙裝上
貨車後，空載倒車轉彎，剷車翻側，被
拋離座位，給剷車壓倒斃命。同樣，該
名車手可能低估了翻車的機會，繼而
忽略了致命的後果。

訓練及宣傳要有效，便要著重表
明意外個案帶來的感受，解說清楚真
實的操作風險，以改變操作員態度及
提高他們的風險意識。在分析意外個
案時，盡可能描述背景資料，令操作員
知覺受害者是真實的個體，而傷害對
家人的感受是既憤怒又哀傷的。憤怒
是因死者未有愛惜自己生命，霎時遺

升高空載剷叉轉彎

急彎
（轉向角度大）

高速 翻車機會非常大

安全速度 翻車機會大

高速 翻車機會大

安全速度 翻車機會中

非急彎

圖 1：升高剷叉轉彎引至翻車的事故樹分析
註：安全速度是根據工作環境（如現場活動、地面狀況等）及貨物狀況，由剷車操作員判斷的最佳車速，
沒有特定指標。

翻車

無繫上安全帶

跳車 被車壓著致死

被拋離座位 被車壓著致死

留在座位
（防護篷範圍內）

撞傷、扭傷及╱或腳
部被車壓傷

留在座位，雙手握
軚、腳撐地板 撞傷及╱或扭傷

繫上安全帶

圖 2：翻車引至受傷的事故樹分析

涉及的物理原則，可參考圖 3。抗衡型
剷車雖然有四個轆，因懸掛系統採用
浮動尾軸，從力學角度來說，剷車是承
托在一個三角平面（承托面）上。要保
持穩定性，負荷物與剷車一起的結合
重心必須在此三角承托面上。假如轉
彎的離心力令結合重心打橫移離承托
面，剷車便向橫翻側。此外，該三角承
托面隨剷叉離地高度而變細。因此，
急彎及高速轉向便令離心力加大，在
高叉狀態傾覆力矩變大，增加翻車機
會。假若，剷車當時是空載，並且在車
尾非法加裝了額外的平衡重物（鋼板、
英泥包或石屎路壆），結合重心後移，
翻車機會便變得極大。2006年 3月大埔
紙品廠的致命意外便是高叉轉彎引起
翻車的典型例子，而其中更涉及剷車
非法加裝額外的平衡重物。

下徬徨的家人面對以後漫長的生活。
訓練需要將安全操作要點配合個案應
用，著重以圖畫影像解釋工作規則的背
後理由。例如，安全操作要訣「高叉轉
彎唔好制」，配合翻側個案；要訣「留
匙在車招意外」，正好應用在離開座位
後被引擎仍然運行中的剷車所傷的個
案（表 2）。

剷車操作涉及的風險可以用科學
技術知識解釋。而物理學當中的能量
力及運動原理正好用作解釋剷車在轉
彎時翻倒的現象。翻車的風險可以從
發生的機會及翻車的後果所分析。是
否載貨、剷叉離地高度、轉向角度和車
速是翻車的因素（圖 1）；翻車對車手造
成的傷害則視乎操作員有否使用安全
帶及翻車時的反應（圖 2）。翻側個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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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訓練後，並未自動把安全操作要
訣應用於日常工作中，需要僱主額外
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僱主能提供
激勵及支援，強化安全行為，鞏固安
全態度。

2.1 提供激勵
剷車操作員由不懂得操作到擁有

操作能力，需要三個階段的訓練。基礎
訓練為首階段，接續的便是第二及第三
階段的訓練，即特殊工作訓練 (specific 

job training)及熟習訓練 (familiarization 

training)，須由僱主安排。這些訓練促
進從訓練中心情景轉移到實際工作環
境的操作技巧，讓學員有能力操作僱
主的剷車（及裝上的配件，如有），並
在真實的工作環境處理多樣化的貨物。

不懂操作剷車的員工不能單單靠

通過操作訓練，便能由「不自覺不勝任」

的行為階段，提升到「發揮自覺能力」

的階段，過程通常需要激勵。大多數

的員工完成訓練後，只進入「自覺不勝

任」的階段，即是能做，但不會做。只

有少數好學而愛實踐的員工才會跳過

這「自覺不勝任」的行為階段，直接將

所學的應用出來。例如將所學到的良

好工作習慣（如「操作前檢查」）在日常

工作中落實執行。

工作安全行為由前因導向，受後

果激勵，而後果往往比前因更直接和

有力影響行為。常見的前因性介入行

動包括訓練、教育及宣傳，這些需要有

充足的計劃及富創意的傳授。以海報

宣傳為例，明顯、新穎、真實、適時、

要求特定行為及暗示後果的訊息能提

高效果。無論運用的是口頭的讚賞、非

金錢的嘉許或實質的獎勵，目的都是

強化安全行為，是常用的激勵手法（見

表 3）。獎賞是正面（有利）的，比負面

的懲罰好，既因為懲罰有眾多缺點，

也因為研究指出快樂的工友在工作中

表現得更安全。獎賞可以以四種組合

形式激勵行為，即是：內在或外在、裡

面或表面。不幸的是，大多數安全行為

未能提供內在的反饋。例如，在件工薪

酬制度下，多勞多得，操作員的快速

工作有內在獎賞，但是，進行「開車之

前顧四方」的安全行為，就不備任何內

在獎賞。因此，有必要添加外在後果，

如安全行為出現時，管工讚一句「既安

全又專業」或豎起嘉許的拇指，以支持

理想的工作行為。值得警惕的是，不

要提供過份的外在和表面獎賞（如即場

獎勵的禮券或餅卡），應該盡量發掘安

全行為的內在和裡面的正面後果（如專

業自豪感）。

表 3：常用員工參與的激勵方法
1. 設定目標

2. 讚美

3. 使用非金錢嘉許

4. 使用現場獎勵

5. 採用行為改造

6. 用鼓勵、優點、或基於技能的薪

酬制度

7. 重新設計工作（轉換、擴大、充

實）

8. 授權予員工

9. 提供終身學習

（參考來源：Dessler, 2012）

2.2 提供支援
員工透過工作經驗累積，達到「發

揮自覺能力」階段後，還需要僱主的

支援才能提升至「發揮不自覺能力」階

段。縱使員工已經知道安全的工作步

驟，卻不是每次都做足或每次都做得

流暢。例如，剷車操作員扣上座椅安全

帶的做法簡單直接，容易習以為常。反

之，離開座位前須熄車拔匙的做法，

圖 3c：車尾加裝了非法「平衡重物」後，
剷車高叉轉彎的力學分析

圖 3a：剷車轉彎力學分析圖

圖 3b：剷車高叉轉彎力學分析

2. 培 養 良 好 工 作 安 全
習慣
如果前線工友將安全工作行為習

以為常，這便顯示機構有良好的安全
表現，意外得以避免。大多數剷車操
作員在勞工處認可訓練機構完成法定

轉向半徑 轉向中心

離心力

車速V

剷車「結合中心」受離心力影響而橫移，因仍在
「穩定三角」裡面，故沒有橫翻

轉向半徑 轉向中心

變細了的
「穩定三角」

高叉情況令「穩定三角」變細，令「結合中心」橫
移離開了「穩定三角」剷車向左橫翻

轉向半徑

非法「平衡重物」

車尾的非法加裝「平衡重物」令「結合中心」向後
移，離心力很容易就令新的「結合中心」橫移，離
開「穩定三角」，導致橫翻機會大增

轉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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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候做足，另一些時候只熄車，

但沒有取走車匙。僱主便要安排支援

的行動，促使安全的做法成為習慣，

例如考慮實施「指差呼稱」技巧和「工作

安全行為計劃」。

操作員可以運用「指差呼稱」技
巧，加強警覺性及準確性。「指差呼稱」
是一種透過身體的各種感官並用協調，
包括視覺、大腦意識、身體動作、口誦
及聽覺以提高精神狀態和注意力的職
業安全方法（詳情請參考《綠十字》2012

年 9月及 10月內「指差呼稱」一文）。例
如，針對「受困於翻側剷車」、「留匙在
車招意外」及「撞擊行人」的三大風險，
可以利用「指差呼稱」來確定相應的安
全行為：

• 扣上安全帶－以「扣上安全帶才開
車」動作來控制「受困於翻側剷車」
的風險。操作員在座椅上，扣上
安全帶後，眼望安全帶扣，伸出
右手食指，以指尖指向安全扣，
口誦「安全帶扣好，妥當！」

• 注視行車方向－以「檢查前路無
阻」動作來控制「撞擊行人」的風
險。操作員眼望前路，若無阻（否
則，改為倒車），伸出右手食指，
指向前路左方、正前方、右方，口
誦「左、中、右無阻，妥當！」，
才入檔加速，起動前進。

定出優次，根據學習原則，施展介入

行動 (intervention)。介入行動強化理想

的行為，同時阻攔不想要的行為，常

用介入行動就是包括教育、訓練、宣

傳等活動，還要加入更重要的讚美、

嘉許、獎勵，亦即是表 3內另外三種激

勵方法。舉例，「請」是前因，「多謝」

是後果；「請繫上安全帶」、「多謝熄車

拔匙」便是最簡單的應用。完整的行為

改造還需要其他環節的配合，這些環

節便是「工作安全行為計劃」內的六步

曲－收集基準線數據、訂立行為表現

目標、訓練觀察員、觀察工作行為、展

示表現數據及檢討。當中，讓員工參

與目標設定，便是表 3內另一種被廣泛

認同極之有效的激勵方法。

總結
有效的訓練及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能防止意外，令剷車操作員正確意識
風險，並培養良好工作習慣。「危害識
別活動」的訓練有助預知風險，有心思
的教學及宣傳令操作員真實領會風險
的意義。良好習慣的培養，就依靠提
供激勵及支援，否則懂得安全操作要
訣也不會發揮出來。以獎賞為主，揉合
多種激勵手法的「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和加強準確性的「指差呼稱」技巧最具
成效。簡單而言，透過推行「工作安全
行為計劃」及「指差呼稱」，能夠正面影
響員工所思想及所感受，提高工作正
確性，減少失誤，讓員工參與，最終有
助提升安全文化。這樣，無論資深或
新手剷車操作員，都可以開心上班，
平安回家。

後記
職安局現有提供「指差呼稱」、「危

害識別活動」、「安全施工程序」、「工

作安全行為工作坊」及多種剷車課程。

課程詳情，請瀏覽職安局網頁，或致

電職安熱線：2739 9000。 

「安全帶扣好，妥當！」

「熄車拔匙，妥當！」

「左、中、右無阻，妥當！」

• 熄車拔匙－以「離開座位前熄車拔
匙」動作來控制「留匙在車招意外」
的風險。操作員在座椅上，熄掉
引擎，拔走車匙，將車匙放入口
袋，眼望車匙匙孔，伸出右手食
指，指向匙孔，口誦「熄車拔匙，
妥當！」，才解除安全帶，離開 

座椅。

僱主更可以採用職安局自 2005年

推廣的「工作安全行為計劃」，以行為

心理學角度，分析及糾正不安行為，

配合激勵手法達成行為改造的目的。

行為改造 (behaviour modification)本身

便是表 3內其中一種激勵方法。「工作

安全行為計劃」當中的ABC理論，即前

因 (Antecedent)－行為 (Behaviour)－後

果 (Consequences)，探究員工為何作出

某些行為。分析得出四類因素，包括危

險行為的前因、危險行為的後果、安全

行為的前因及安全行為的後果。表 4是

由「離開座位時並無熄車拔匙」，改變

成「離開座位前熄車拔匙」的範例。之

後，整合因素，運用創意，尋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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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熄車拔匙」行為分析及改善行動表

行為分析及改善行動表

步驟 1. 分析危險行為 步驟 3. 草擬行動計劃

1.1 描述危險行為成可觀察的項
危險行為：剷車操作員離開座位前，沒有熄車拔匙，便處理叉上
貨物

問題重點：正確落車處理叉上貨物

1.2 列出引致危險行為的因素
(1) 匆忙
(2) 多年剷車經驗
(3) 公司無特別規則
(4) 無同事及管工在場

1.3 列出因危險行為影響所得
的後果

(1) 能更爽快完成工作（即時肯
定受惠）

(2) 能更隨意完成工作（即時肯
定受惠）

(3) 會遭門架夾受傷（即時未必
受害）

行動項目 負責人員 完成日期

(1) 在工具箱訓練討論意外
剪報

(2) 張貼安全海報及意外剪
報

(3) 在車匙插孔附近張貼提
醒字句╱警告標誌

(4) 檢討╱訂立操作規則
(5) 安排有效的重溫訓練
(6) 安排「指差呼稱」訓練
(7) 實施「指差呼稱」技巧
(8) 加強即場讚賞╱獎勵
(9) 宣傳安全即專業的概念
(10) 推廣同事間的關愛文化
(11) 考慮推行每更的「危害識

活動」
(12) 考慮推行「安全行為觀察

計劃」

物流部經理

物流部經理

物流部經理

物流部經理
人力資源部
物流部經理
物流部經理
物流部經理
安全委員會
安全委員會
安全委員會

安全委員會

1/7/2014

1/7/2014

1/7/2014

1/7/2014

1/7/2014

1/9/2014

1/9/2014

1/12/2014

1/12/2014

1/12/2014

1/12/2014

1/12/2014

步驟 2. 分析安全行為

2.1 描述安全行為成可觀察的項
安全行為：剷車操作員離開座位前，熄車拔匙，才落車處理叉上
貨物

2.2 列出導致安全行為的因素
(1) 開工前考慮當天工作風險
(2) 從警告訊息獲得提醒
(3) 重溫正確操作
(4) 正確認識遭門架夾著的風

險
(5) 正確認識座位感應安全掣

的好處（如有）
(6) 有工友在場關顧
(7) 有管工在場監督

2.3 列出因安全行為影響所得
的後果

(1) 能更安心完成工作（即時肯
定受惠）

(2) 能感自豪、專業（即時肯定
受惠）

(3) 獲得即場讚賞╱獎勵（即時
肯定受惠）

(4) 獲得安全行為回饋（稍後肯
定受惠）

(5) 會用多些時間完成（即時肯
定受害）

更正啟事
《綠十字》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防火安全」一文中的「表 2：不同類
型的手提式滅火筒一覽」內，二氧
化碳滅火筒之備註應為「使用時切
勿手持噴咀，以免凍傷。」特此更正
並致歉。

《綠十字》編輯部

主要參考資料：

1. 職業安全健康局，2010年，《實施工作安全行為 (WSB)計劃》。

2. Dessler, G. (2012). Supervision and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US: Pearson 

Education.

3. Geller, E. S. (2001). Working safe: How to help people actively care for health and 

safety (2nd ed.). US: Lewis Publishers.

4. HSE. (2013). Rider-operated lift trucks: Operator training and safe use (3nd ed.). ACOP 

and guidance. UK: 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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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進行多項大型基建
工程，有關工程需要特殊的技術及培
訓，箇中的一些職安健需求有別於其
他行業，面對潛在的職安健風險，業界
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預防意外發生。
有見及此，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 15個
政府部門及機構於 2014年 5月 9日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建造業安全推廣
活動 2014啟動禮」暨「大型基建及裝修
維修工作安全研討會」，當天大會邀請
到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
及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
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為一連串活動
揭開序幕。此外，來自英國、新加坡及
本港專家分別發表演講，分享各地的
工作安全經驗及心得。

加強教育培訓和推廣工作外，特別在
中小企推行「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及
「高空工作防墮裝置資助計劃」，並鼓
勵僱主購買合格的設施供員工使用，
提升業界的安全意識。流動工作台資助
計劃自去年推出後，已經有超過 1,100

家中小企得到資助，受惠人士達 12,000

人。他更建議所有與會人士參觀現場
的「建造業安全健康設備展覽」，了解
最新裝置及個人防護裝備，並可即時
申請資助。最後，他借用：「唔該畀條
安全路我哋行下」作總結，指出路是靠
自己鋪出來的，只要業界同心協力，
定能夠共建安全路。

分之一至 40.8。但是，今年首五個月內
已發生了十宗建造業致命意外，這個
情況是近年同期罕見。這些嚴重意外
主要涉及高處工作及吊運作業，勞工
處高度關注，並即時進行特別執法行
動，以遏止不安全的作業方式。此外，
勞工處會就意外背後的系統性風險制
訂安全守則，與職安局一起推出安全
及認可資格、培訓及安全審查等，加強
裝修維修業在職安健的協助和獎勵。
最後，他表示工作安全，人人有責，大
家要時刻秉持這個信念。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表示：
「現正值香港基建黃金期，意味著會為建造業的職
安工作帶來新挑戰。」
Ir Conrad Wo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OSHC, 
said, ‘Hong Kong is now enjoying her golden period 
of infrastructure, meaning that there would be 
new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site safety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
太平紳士在致辭時表示，現正值香港
基建黃金期，意味著會為建造業的職
安工作帶來新挑戰，因此，職安局除

參加者正在了解高空工作的安全裝備。
Participants are learning about equipment for safe 
working at height.

接著，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
太平紳士在致辭中指出，建造業在香
港提供不少商機與職位，但亦是一個
高風險的行業。為致力提升建造業的
工作安全，勞工處一直使用立法執法、
宣傳推廣，以及教育培訓等多管齊下
的策略。通過大家多年的努力，建造業
的工業意外在過去十年已下降 16%，而
同期的千名工人的意外率，亦減少三

英國講者迪班克先生與參加者分享英國隧道工程經
驗。
Mr Philip Deebank from the UK shared the UK’s 
tunnel engineering experience with the participants.

在研討會中，英國健康及安全執
行局健康及安全首席專科督察菲臘 •迪
班克先生分享英國隧道工程經驗。他
首先指出，早在 19世紀初，泰晤士河
隧道工程已首次採用盾構施工方法，
雖然有大量泛濫及死亡，但在當時已
是尖端技術。他引用世界各地的一些
隧道工程例子，說明隧道的建造方法
及安全設施的不斷改進。但由於隧道

Construction Safety Promotional Campaign 2014 Kick Off and 
Forum on Major Infrastructure and Maintenance & Renovation Work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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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位置屬地下密閉空間，所涉及的
風險包括挖掘表面倒塌、地下水滲入、
高氣壓作業環境等，如遇上爆炸或火
警，在場人員的逃生也會較一般工程
困難。因此，周詳的施工設計十分重
要。英國的一般隧道工程都會注意以
下幾個方面：軟土全斷面鑽挖機、噴射
混凝土、意外事故、壓縮空氣、防火、
逃生或避難，以及瓶裝氣體的運用等。

在英國，工人在隧道工作時，因四
周壓力急速降低而造成的氣壓病一直
受到關注，並採取相應措施改善，個案
數目已由 1950年代的 689宗下降到現
時的 0宗。英國在 2012年制訂了「在高
氣壓壓縮空氣中良好工作習慣指引」，
一切規定都是以不損害工人的健康和
安全為出發點。因工人在隧道遇上意
外時會較難逃走，所以不少研究報告
會提供逃生所需時間，或需多少氧氣
才足夠逃生，避難室的提供也十分重
要。

迪班克先生向《綠十字》指出，英
國大型基建工程的管理較為完善，工
人訓練有素；相比下，一般小型或裝修
工程的致命意外會較多。另一類較多
致命意外的工程就是興建交通網絡，
如鐵路等。至於倫敦的鐵路公司，他
們有自己的專門安全小組作出職安健
的建議，效率和安全也同在考慮之列。

因隧道工程引致的事故後果非常
嚴重，以致保險費大幅提升，甚至不
願承保。在各方積極協作下，由保險界
發出的《隧道工程風險管理實務守則》
終於在 2006年出版，此後，保險承銷
商才願意繼續投保隧道工程。最後，
他補充：「每個英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
的」，所以工程中的風險評估是必須的。

新加坡人力部職業安全與衛生稽
查署工程營運與監查高級助理署長童
智暉先生詳盡介紹新加坡在建築與結

構安全設計的經驗。他指出，在引進
建築與結構安全設計 (DfS)概念前，新
加坡於 2004年每十萬名工人的工作場
所死亡率是 4.9，但自 2008年成立「工
作場所安全及健康局」後，再加上期間
代表團前往英國和德國等國家取經，
工作場所死亡率減半至 2011年的 2.3。
雖然現時DfS在業界以自願性質進行，
但當中有各持份者的參與。

安全設計觀念的重要性在於防患
於未然，將以往被動的遵從角色轉變
為主動式去促進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
的積極文化，持份者合力在源頭確立
目標，將立法與風險管理同步。在新
加坡，因安全設計所組成的團隊包括
客戶、設計師、顧問及主承包商等，由
認可的安全設計協調員跟進、登記存
檔，通過集思廣益，辨別問題和潛在
風險。DfS更有助在下游的持份者及早
獲得發言權要求解決問題、改進規劃
和協調、設計師需提供創新的職安解
決方案，務求在建造、保養、清潔和維
修各環節，都達到安全指標；長遠來
說，更可節省維修費用。

童先生在會後向《綠十字》指出，
在早期推行DfS時，發展商較為抗拒，
因擔心會發展成法例。經過長時間的
運作，現時從地產商到工人每個人都
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雖然現時在設計
階段所投放的人力、時間、資源會較

來自新加坡的童智暉先生詳盡介紹新加坡在建築與
結構安全設計的經驗。
Mr Tong Tee Hui from Singapore shared the 
Singapore's experience in architectural and structural 
safety design in detail.

多，但越遲實施，反而越要動用更多
金錢去補救。

第三位講者勞工處副總職業安全
主任（行動科）陳祥興先生則講及香港
高處工作情況。在過去數年，接近一
半以上的建造業致命意外原因都是從
高處墮下。在 2012至 2013年中因此而
致命的有 87%來自建造業。陳先生用了
六個不同工作場所的案例作出分析，
找出大家的共通點，主要成因是風險
評估和安全意識不足、貪求方便、欠
缺監控和督導等。

為有效地加強高處工作的安全意
識，勞工處首先加強執法打擊，杜絕不
安全的環境和習慣。在 2013年，通過
立刻執法，勞工處所發出的改善通知書
或暫時停工通知書及提出起訴比 2011

年高出了 100%，當中高處工作高出了
50%。此外，勞工處又會特別督促承包
商和現場管理人員，成立專責隊伍，
促進並監控中小型企業及承包商，並
為大型工程項目加緊現場安全審核，
以消除潛在危險的工作。

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勞工處會加
強「綠卡」課程，引入嚴重事故的案例
分析，採用互動式教學方法，利用清
晰和易於理解的插圖。在推廣方面，他
們會發出勸喻信給承包商和分包商，
提醒他們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又與
物業管理部門合作，製作安全宣傳單
張及把安全訊息帶給業主。此外，他
們又得到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承
諾提供高達 50%保險費折扣予「職安健
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先
導計劃」的認可承建商。

最後，職安局高級顧問張名銑先
生主持提問環節，三位主講嘉賓即場
回答參加者的踴躍提問，問題由大型
基建到摺梯的運用均有囊括，可見與
會者熱衷於交流安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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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 has 

been engaging in quite a number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f which 

the work nature requires unpopular yet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raining. Though 

the requirements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ould be somehow 

different from other industries, there is 

no way to ease off. In view of this,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continues to organiz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Promotional Campaign 2014’ 

with stakeholders in the industry and 

held a Kick Off and Forum on Major 

In frastructure and Maintenance & 

Renovation Work Safety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on 9 May 2014. On that day, Mr Donald 

To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and 

Ir Conrad Wo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were invited as officiating 

guests to kick off the series of activities. 

Expert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hen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nd views on work 

safety in different places.

to the reinforced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romotion works, the OSHC has 

launched the ‘Mobile Working Platform 

Sponsorship Scheme for SME’ and 

‘SME Sponsorship Scheme for Fal l 

Arresting Equipment’ to encourage 

emp loyer s  to  purcha se  qua l i f i ed 

facilities for employees in the hope 

of elevating safety awareness in the 

industry. More than 1,100 SMEs were 

funded which benefited 12,000 people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Mobile Working 

Platform Sponsorship Scheme last year. 

He also recommended the Exhibition 

o f  Cons t ruc t ion Sa fe t y  Produc t s 

and Equipments, which was on show 

simultaneously, to all participants for 

getting to know more of the latest 

dev i ces  and persona l  equ ipment . 

Participants are welcome to apply 

the sponsorship schemes on site. To 

conclude, he borrowed the phrase 

‘please give me a safe way to pass’ to 

point out that the road is laid out by 

ourselves, a safe road is sure to be built 

as long as the whole industry works 

together.

lot of opportunities and jobs in Hong 

Kong, though a high-risk industry itself.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site safet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Labour 

Department has been adopting a multi-

pronged approach, including legislative 

enforcement,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as well a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se years. Thanks to the hard works 

of the industry over the years,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fallen by 

16% over the past decade, while the 

accident rate per 1,000 workers over 

the same period has also been reduced 

by one third to 40.8. However, ten fatal 

accidents occurr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uring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this year, which was rather rare 

these years. These serious accidents 

mainly involved working at height and 

l i ft ing operations, about which the 

Labour Department is highly concerned 

and executes immediate stepped-up 

enforcement to deter unsafe work 

practices.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wil l develop safety rules to tackle 

systematic risks and launch programmes 

on safety and recognized accreditation, 

tra in ing and sa fety audits , etc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OSHC so as to 

strengthen assistance to and recognition 

of the RMAA industry in relation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t last, 

he stress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work safety should be lived up 

by everyone.

I n  t h e  Fo r u m , M r  P h i l i p  M 

Deebank , HM Pr inc ipa l  Spec ia l i s t 

Inspector of Health and Safety,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tarted his sharing of the 

British tunnel engineering experience by 

introducing the Thames Tunnel project 

參加者對最新裝置及個人裝備十分感興趣。
Participants are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of the 
latest devices and personal equipment.

Ir Conrad Wo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mentioned in his speech 

that Hong Kong i s  now en joy ing 

her golden period of infrastructure, 

meaning that there would be new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site safety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addition 

It was followed by the speech of 

Mr Donald To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Mr T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oes provide a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致送紀念狀予迪
班克先生。
Mr Donald To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presented a certificate of commemoration to Mr 
Dee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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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t was the first 

project using the shield construction 

method. Although numerous inundations 

i nc lud ing f a t a l i t i e s  occurred ,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was proved 

influential. He then cited examples of 

different tunnel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to i l lustra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unnel construction 

me thod s  a nd  s a f e t y  f a c i l i t i e s . A 

tunnel under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underground confined space,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include the collapse of 

surface mining, groundwater seepage 

and compressed air workplace, etc. If 

in cases of explosions and fire, workers 

will confront more difficulties to escape 

than in other industries. Therefore, a 

well-planned construction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UK, general tunnel 

project will consider more of following 

aspects: soft ground TBM tunnelling, 

spray of concrete, incidents, compressed 

air, fire, escape or refuge, and the use of 

bottled gas.

In the UK, decompression sickness, 

a disease caused by continuous working 

in an environment surrounded by 

rapidly reducing pressure, has been 

drawing attention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he number 

of cases has declined from 689 in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 0 case. In 

2012,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sued 

‘Guidelines for Good Working Practice 

in High Pressure Compressed Air’ , 

in which all provisions are without 

prejudice dedicated to the workers’ 

health and safety as a starting point. 

Employees working in tunnels wil l 

face more difficulties for escape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s; it explains why 

quite a number of research reports will 

provide likely time and sufficient oxygen 

needed for self-escap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refuge chamber as a 

buffer for external rescue.

Mr Deebank told Green Cross 

that in the UK, the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e workers 

are more well-trained. In comparison, 

more fatal accidents would happen 

in small-scale or renovation works.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 network, 

such as the railways, is another kind 

of large-scale projects that has more 

numbers of fatal accidents. For railway 

companies in London, efficiency and 

safety are equally weighed; so they 

employ their own dedicated safety 

team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o underwrite by insurance companies 

might occur. With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all parties, ‘A Code of Practice 

for Risk Management of Tunnel Works’, 

issued by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2006; and with such 

a code insurance companies resumed 

the underwriting of tunnelling works. At 

last, Mr Deebank supplemented, ‘The life 

of every British is precious,’ and hence,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is essential.

M r  To n g  Te e  H u i ,  S e n i o r 

Assistant Director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and Surveillance Branch, 

OSH Inspectorate Department, the 

Min is tr y o f Manpower, S ingapore , 

shared the Singapore’s experience 

in architectural and structural safety 

design in detail. He pointed out that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sign for safety (DfS) in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the fatalities of 100,000 

workers in the workplace was 4.9 in 

2004.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in 2008 

and the delegation visits to overseas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the fatality rate at workplace 

was halved to 2.3 in 2011.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DfS in the industry 

is merely on a voluntary basis today, it 

draws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ion 

of DfS lies on its encompassment of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converts the 

previous passive complying role to an 

active one. Stakeholders work together 

to set goal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project. Not only making legislative 

and risk management synchronized, they 

also assist to shape a positive culture of 

promoting safe and healthy workplace. 

In Singapore the DfS team, which 

迪班克先生強調：「每個英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
所以工程中的風險評估是必須的。」
Mr Deebank stressed, ‘The life of every British 
is precious; and hence,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is 
essential.’

Incidents caused by tunnell ing 

projects can contribute to severe 

consequences; and as a result great 

increment of premium or even unw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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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s of clients, designers, consultants 

and main contractors, etc., is led by a 

recognized DfS coordinator wh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llow-up works, 

registration and fi l 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brainstorming and discussion, 

it is able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potential risks as early as possible. DfS 

also helps to involve those downstream 

stakeholders to voice out their needs 

and problems, as well as revisions of 

planning and adjustments in the early 

stage . Des igners need to prov ide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to ensure that every part 

of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cleaning 

and repairs are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afety standards. In the 

long run, it helps to save maintenance 

costs.

Mr  Tong  reve a l ed  t o  Green 

Cross that in the ear ly s tage o f 

implementation of DfS, developers 

were more resistant for fear of turning 

DfS into leg i s la t ion . After a long 

period of operation, today no matter 

developers or workers, all people in 

the industry are so aware of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It is true that currently 

there will be greater input of manpower, 

time and resources; but the la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fS comes, more 

money will be spent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The third speaker Mr Thomas 

Chan is the Deputy Chief Occupational 

Safety Officer (Operations Division)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who spoke 

on working at height in Hong Kong. 

He mentioned that the cause of near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fatal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ere working at height. In 

2012-2013, 87% of the fatalities came 

from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r 

Chan analysed six different workplace 

scenar ios where a f a ta l  acc ident 

has happened. After identifying the 

commonalities, he came to find out that 

the main causes included insufficient 

risk assessment and safety awareness, 

skipping measures for convenience and 

insufficient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and so on.

I n  o rd e r  t o  e n h a n c e  s a f e t y 

awa rene s s  a t  work i n g  a t  h e i g h t 

effectively, the Labour Department 

strikes to eliminate unsafe environment 

and habits through strengthening of 

legislative enforcement. In 2013, through 

immediate law enforcement, the number 

of improvement notices or suspension 

notices and prosecution initiat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was 100% 

higher than that of 2011, of which 50% 

higher in related to working at height. 

In addition, the Labour Department 

c a rr i ed  ou t  spec i a l  measures  to 

supervise the contractors and site 

management personnel. A special tea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give help to 

and monitor SMEs and contractors, 

and intensify on-site safety audits for 

major projects in order to eliminate 

potentially dangerous work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Department will strengthen the ‘green 

card’ programme by introducing analysis 

o f severe cases , us ing interact ive 

t e a c h i n g  m e t h o d s  a n d  a d o p t i n g 

illustrations that are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For promotion, they will 

issue advisory letters to contractors 

a n d  s u b - c o n t r a c t o r s , r e m i n d i n g 

them to take ef fect ive prevent ive 

measures. The Labour Department 

also cooperates with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by sending 

leaflets to convey safety message to 

the property owners. In addition,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Residual Scheme Bureau has agreed to 

provide up to a 50% premium discount 

to approved contractors under the 

‘OSH Star Enterprise – Pilot Scheme of 

RMAA Safety Accreditation’.

Finally, Mr Henry Cheung, Senior 

Consultant of the Council hosted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The three 

keynote speakers answered participants’ 

enthusiastic questions, which ranged 

from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to usage 

of step-ladders; it reflected the earnest 

of the participants to exchange safety 

knowledge. 

童智暉先生指出，安全設計觀念的重要性在於防患
於未然，將以往被動的遵從角色轉變為主動。
Mr Tong Tee Hui stresse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ion of DfS lies on its encompassment 
of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converts the previous 
passive complying roles to an activ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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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 2011及 2012年的工業意外傷

亡統計數字，兩年均錄得多達 29宗致
命工業意外。因人體從高處墮下而引
致死亡的個案分別佔 11宗及 15宗，而
建造業所屬的個案已佔當中的 10宗及
12宗。據勞工處發表的新聞公報，2013
年建造業共發生 24宗致命工業意外，
11宗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七宗工人
從高處墮下的致命意外與搭建或拆卸
竹棚有關。有些死者身上仍佩戴着安
全帶及防墮裝備，或與倒塌的工作平
台一起跌下死亡。

當中意外主要原因是缺乏適當的
繫穩點，以致安全帶及防墮裝備不能
發揮其功能。高空工作常見於大廈維
修的工程，例如外牆修葺、清拆違例搭
建物、安裝分體式冷氣機、安裝電梯工
程、架設電線及鋪設水管等；或其他
須臨邊的高空工作。這些工程應該在
設有適當工作平台的棚架上進行，例
如使用懸空式竹棚架（俗稱「狗臂架」式
棚架）。在搭建「狗臂架」的懸空式棚架
時，工人經常面對的問題是難於連接
防墮安全裝備於固定的繫穩物進行高
空工作，促使他們隨便或錯誤地把防
墮安全裝備連接不穩固的結構物上，
例如欄杆、臨時支架、竹棚或外牆水管
等。由於這些結構或裝置在設計上不
能夠承受人體下墮時的負荷，工人便
從高處墮下而造成傷亡意外。因此，
提供及安裝適當的安全帶繫穩點，是
保障工人在高空工作安全的重要一環。

使用安全帶其繫穩系统
的相關法例要求

法例規定如工人無可避免需要在
高空工作，僱主必須採取安全措施防

止工人從高處墮下，包括提供適合的
工作台、安全進出途徑、及在危險的地
方架設適當的護欄。當提供以上的安
全措施並不切實可行時，便應為工人
提供合適的安全帶。相關法例如下：

• 在《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B(1)或 (1A)條所規定，須採取足
夠的步驟防止地盤內有任何人從
高度不少於２米之處並不切實可
行。

• 在《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C

條所規定，須提供並確保有使用
作支持用的安全設施並不切實可
行。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吊船）規
例》第 15條的規定使用吊船。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
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18B(1)條的
規定，使用少於 900毫米深的盛器
載人，而該盛器以起重機械操作。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
規例》第 9(b)條的規定，在密閉空
間進行地底喉管工作。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貨物搬運
及貨櫃處理作業）規例》第 10(B)條
的規定，在貨櫃頂上工作。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第
24(a)條的規定，在需要其他防護
的危險地方工作。

•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第
6(1)條的規定，在需要其他防護的
危險地方工作。

而以下法例亦清楚闡述在有需要
使用安全帶時必須把安全帶繫於繫穩
物的規定。

• 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H(3)條，安全帶只在持續繫於
適當和穩固的繫穩物的情況下方
為適當和足夠。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吊船）規
例》第 15(1)條，用以載人的吊船
的擁有人，須向使用吊船的每人
提供一條安全帶及一條獨立救生
繩或一套連同裝配的繫穩物。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
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18B(1)條，
如使用少於 900毫米深的工作吊
板或其他同類裝置或設備載人，
則須提供繫於獨立救生繩的安全
帶，而救生繩須穩固地懸吊著。

安全帶包括懸掛繩，當安全帶與
適當的繫穩系統一起使用時，便構成
個人防墮系統。使用安全帶時須將懸
掛繩繫於繫穩物，目的在於防止工人
墮下或限制墮下距離，或把使用安全
帶的工人活動限制於工作範圍高度。
繫穩物可以是一個固定錨椿、一條獨
立救生繩或防墮系統。

繫穩物類型的選擇取決於工作的
性質和地點，以及建築物的建造方式
和支承結構。在選擇繫穩物前，須先
由合資格人士評估工作地點的各種情
況。所選用的裝備和繫穩點必須與工
作情況及環境的因素配合。繫穩點的
規格及測試資料可參閱英國歐盟標準
BS EN795:2012個人防墮保護設備－
繫穩裝置 (BS EN795:2012 – Personal 

Fall Protection Equipment – Anchor 

Devices)。繫穩物的構造及其連結物亦
須詳細檢查及檢驗，以確保在人體下
墮時，繫穩物可提供足夠支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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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繫穩物可以是嵌入的有眼螺
栓、堅固的橫樑或建築物的柱，例如
是鋼筋混凝土或鋼結構的樑或柱。當
選定一固定物為安全帶的固定繫穩裝
置時，須由專業結構工程師評估該固
定物的強度及穩定性。千萬不要把安
全帶的懸掛繩繫於欄杆、臨時支架或
竹棚的任何一處、或任何輸水、煤氣
或排水管上。這些結構或裝置在設計
上並不可以承受突然的震盪或衝力。

如有眼螺栓嵌入混凝土或磚石作
為固定繫穩裝置，必須由專業結構工
程師設計及檢查其強度及穩定性。固
定繫穩裝置的規格及測試可參考英國
標準BS 7883: 2005應用守則－如何設
計、選擇、安裝、使用及保養繫穩錨固
裝置。

繫穩裝置的分類
繫穩裝置的用途是讓安全帶的

懸掛繩可以直接繫穩在上面，防止

使用者從高處墮下。英國歐盟標準

BS EN795:2012個人防墮保護設備－

繫穩裝置 (BS EN795:2012 – Personal 

Fall Protection Equipment – Anchor 

Devices)對一些專供單人使用，並在設

計上可由結構物中拆除的繫穩裝置，

規定一系列的性能要求和相關的測試

方法。這些繫穩裝置包括固定式或可

移動類型的繫穩點，為符合 EN363之

個人防墮保護系统提供連接。BS英

國歐盟標準 EN795:2012亦要求為繫

穩裝置提供安裝與使用的指引和標

示。然而，這標準並不適用於某類繫

穩裝置，例如一些供多人同時使用、

供體育康樂設施使用、結構物部分而

非用作繫穩裝置或繫穩點，如橫樑和

主樑、永久固定的結構性錨固，以及

符合 EN516 - Prefabricated accessories 

for roofing. Installations for roof access. 

Walkways, treads and steps或 EN517 - 

表 1：繫穩系统 (Anchor System)

繫穩裝置 (Anchor Device)

類型 特點 例子

A類型

這類型繫穩裝置可
以有單一個或多個
固定繫穩點，而在
使用時，需要以結
構性錨固或固定元
件 固 定 於 結 構 物
上。一些繫穩點的
設計在使用時可以
轉動。

繫穩裝置與其結構性
錨固

附註：
1. 繫穩點
2. 結構物
3. 結構性錨固
4. 繫穩裝置
5. 永久性固定

繫穩裝置與其固定元
件

附註：
1. 繫穩點
2. 結構物
3. 固定元件
4. 繫穩裝置
5. 元件

B類型

這類型繫穩裝置可
以有單一個或多個
繫穩點，但不需以
結構性錨固或固定
元件固定於結構物
上。

密閉空間工作常用的
三腳架

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
裝置

附註：
1. 繫穩點
2. 繫穩裝置
3. 結構物

懸吊式繫穩裝置

橫樑式繫穩裝置

C類型

以可彎曲的繫穩管
線（偏離水平線不
超過 15°）作繫穩裝
置。

利用可轉彎的繫穩管線作繫穩裝置

附註：
1. 末端結構繫穩物
2. 中端結構繫穩物
3. 流動繫穩點
4. 可彎曲繫穩管線

D類型

以 堅 硬 繫 穩 導 軌
（偏離水平線不超過
15°）作繫穩裝置。

堅硬繫穩導軌式繫穩裝置

附註：
1. 末端或中端繫穩物
2. 流動繫穩點
3. 堅硬繫穩導軌接合器
4. 堅硬繫穩導軌

E類型

裝置的應用是純粹
依靠本身的重量和
裝置本身與平面之
摩擦力。適用於水
平面不超過 5°的表
面。 附註：

1. 繫穩點
2. 重物
3. 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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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bricated accessories for roofing. 

Roof safety hooks所設計之裝備。

英國歐盟標準BS EN795:2012把繫
穩裝置分為五大類（參考表 1），對應不
同情況下的使用。（BS EN795:2012已
取代舊有的標準BS EN795:1996）

繫穩系统 (Anchor System)
主要用作為個人防墮系統之其一

部分，可由單一個繫穩點或多個繫穩
點，和╱或繫穩裝置，和╱或一元件，
和╱或一固定元件，和╱或一結構性
錨固組成。

繫穩裝置 (Anchor Device)
由一組元件包括單一個或多個繫

穩點，或移動式繫穩點所組成（繫穩點
可以包含一固定元件），主要用作為個
人防墮系統之其一部分，設計上可由
結構物中拆除，和成為繫穩系统的一
部分

繫穩裝置的強度要求
要安全地使用繫穩系統以進行高

空工作，繫穩裝置的強度要求是不容忽
視的。BS EN 795:2012在強度方面亦有
一系列的測試標準要求。A, B, C和D類
型繫穩裝置須通過變形 (Deformation)

測試、衝擊負荷強度和完整性測試
(Dynamic Strength and Integrity)，及靜
態負荷強度 (Static Strength)測試。E類
型繫穩裝置須通過變形測試、衝擊負
荷測試，制動後懸吊及靜態負荷強度
測試。所有的衝擊負荷強度測試須以
一條符合 EN892的懸掛繩用作進行測
試，懸掛繩的一端繫在繫穩裝置上，
而另一端則連接一重 100千克之硬物，
使其自由墮下以產生 9kN的衝擊負荷。

靜態負荷強度 (Static Strength)測
試則要求以金屬製造的繫穩裝置可支
撐 12kN的負荷。如繫穩裝置含有非金

屬製造的受重零件，而又無法為其耐
用性提供測試證明，那麼此等繫穩裝
置的靜態負荷強度測試，則要求可支
撐 18kN的負荷。

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如工作地點沒有可使用的固定繫

穩物及其他有效方法連接防墮安全裝
備進行高空工作，便可考慮使用Type 

B流動式臨時繫穩裝置 (Transportable 

Temporary Anchor Devices)。

1. 橫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現時市面可找到的這類裝置有橫

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主要組件是
一枝主金屬橫槓、繫穩點、固定金屬箍
和可調較距離的金屬箍（參考圖 1）。使
用方法是把金屬橫槓平行放置於合適
位置，其位置是可牢固地鉗緊於堅固
的結構物上（例如門及窗兩邊的混凝土
牆），可有效地防止其移位；放置後，
調較金屬箍位置和距離，使其鉗緊於
結構物上，作為繫穩裝置使用。

繫穩裝置時，須根據生產商的規格及
指引，並須由合資格的人監控及檢查。

圖 1：橫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2. 掛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另一款市面可找到的同類裝置有

掛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可臨時安
裝於牆身，用作承重器連掛個人防墮裝
備。「掛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的使
用方法是把金屬槓正確地鉗緊於堅固
的結構物上（例如低矮的混凝土護牆）
作為繫穩裝置使用（參考圖 2）。由於所
需的安裝空間相應減少及不需要使用
額外的工具輔助，其靈活性得以大幅
增加。安裝以上兩種流動式臨時防墮

安裝時要根據生產商的規格，並須
由合資格的人監控及檢查（如有需要，
亦可諮詢專業結構工程師）。此外，繫
穩裝置亦須符合國家安全標準的要求，
例如英國歐盟標準BS EN795:2012繫穩
裝置Type B的安全標準等。在任何時
間內，每支流動式臨時繫穩裝置只可
容許一人使用。

總結
使用安全帶時須將懸掛繩附於或

繫於繫穩物，目的在於限制墮下的距離
或防止人體墮下。在選定繫穩物前，須
由合資格的人評估工作地點的各種情
況。所選用的裝備和繫穩點必須與工作
情況及工作環境的因素配合，上文所介
紹的英國歐盟標準BS EN795:2012，可
作為繫穩點規格及測試的參考資料。如
工作地點沒有可使用的固定繫穩物，
有關標準中的Class B流動性臨時繫穩
裝置亦可作為考慮之用。

參考資料：
1. 勞工處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星

期日）新聞公報勞工處致力提高裝
修及維修工程工作安全

2. 勞工處安全帶及其繫穩系統的分
類與使用指引

3. BS EN795:2012 Persona l  Fa l l 

Protection Equipment – Anchor 

Devices 

圖 2：掛牆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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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有許多來

自不同地區及種族的人士在港居住。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於 2011年
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人士約有 45萬多
名。過去 10年，在港的少數族裔人士
數目顯著上升，他們的工作人口佔全
港工作人口的 9.9%，他們的職業安全
及健康絕對不容忽視。職安局為少數
族裔人士印製不同語言的宣傳單張，
並舉辦職業安全講座，以協助他們融
入工作，及提升他們的職業安全健康
意識。本局於 4月下旬更會舉辦以建造
業安全為主題的廣東話比賽，以提升
南亞裔人士的廣東話水平，減低因語
言差異而導致意外的機會。

少數族裔在港人口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在

2011年共有 451 183名少數族裔人士居

住在香港，佔全港人口的 6.4%。當中包

括印尼人 (29.6%)、菲律賓人 (29.5%)、

白人 (12.2%)、混血兒 (6.4%)、印度人

(6.3%)、巴基斯坦人 (4.0%)、尼泊爾人

(3.7%)、日本人 (2.8%)、泰國人 (2.5%)、

其他亞洲人 (1.6%)、韓國人 (1.2%)及其

他 (0.2%)。大部分 (98.7%)在港的少數

族裔人士都是常住居民，在過去 10年

少數族裔人士數目顯著上升了 31.2%，

由 2001年的 343 950上升至 2011年的

451 183。當中有 349 700名少數族裔人

士是屬工作人口，佔全港工作人口的

9.9%。

少數族裔人士一般較積極投入
勞動市場，整體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是
86.9%，顯著地較全港人口的 59.7%為
高，這是由於不少的少數族裔人士均在
港擔任外籍家庭傭工。扣除外籍家庭
傭工後，少數族裔人士的勞動人口參
與率是 65.2%，亦相對全港人口的 57.9%

為高。

少數族裔在港就業情況
過往香港的勞動人口主要來自本

港及內地新移民，隨著香港經濟不斷
轉變，現時少數族裔人士佔勞動人口
的比率在近十年也漸漸增加。他們大
多是家庭傭工，其次是在建造業、飲
食業及零售業工作等等。

隨著大型基建的陸續展開，加上
市區重建及樓宇翻新工程，預計將有
更多少數族裔人士的生力軍加入建造
業。這批建造業工人需要面對語言和
文化的差異，不諳廣東話或英語可能
會令他們忽略安全提示或提醒。再加
上工作環境不安全或缺乏安全行為就
有可能導致意外。

飲食業自從實施最低工資後，不少
經驗豐富的從業員也轉投其他行業，
令到侍應生及洗碗工的空缺增加，有
賴少數族裔的生力軍加入以緩和人手
短缺的情況。這批飲食業新勞動員工，
需要在狹窄的環境工作，緊張的工作
節奏及對工作潛在職安健風險欠缺認
識，均會增加受傷的機會。

零售業方面，我們不難看到工廠
區或零售批發商起用少數族裔人士從
事搬運工作，相比亞洲人士他們比較
健碩及高大，其中有些人在搬運沉重
貨物時較少注意到自身安全，對潛在
的危險掉以輕心。

在港的印尼人及菲律賓人多數從
事家庭傭工，雖然他們並不在職業安
全及健康條例的保障下，但近年來多
宗傭工因清潔窗戶而從高處墮下的死
亡意外時有發生。本局更主動接觸領
事館人士，要求為他們提供工作安全
的講座及相關書籍和單張，以提升他
們的安全意識。家庭傭工離開家人到
異地工作，需要適應兩地文化之差異，
為其僱主分擔家中煩瑣工作及照顧長
者及兒童，他們對香港家庭有著十分
重要的貢獻。

家庭傭工工作安全要點
肌肉筋骨勞損
• 扶抱長者或小孩以及打掃時姿勢

須正確，保持腰背平直。

• 使用有長手柄的工具協助工作，
避免身體過份伸展。

• 採取正確提舉及搬運姿勢，避免
頻繁而重複的動作。

跌倒或從高處墮下
• 清潔窗戶時，切勿把窗花打開或

靠著窗花或玻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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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有長手柄的工具協助工作。

• 清潔較高的位置時，使用穩固的
腳踏或梯具輔助。

• 上落梯時應面向梯具，雙手緊握
梯旁，保持三點接觸。

• 勿過份伸展身體於梯子兩旁，應
移動梯子就位。

電力危害
• 使用電器前應檢查電器、插頭及

電線有否損壞或纏結。

• 切勿在萬能插頭上同時使用太多
電器，以免超出負荷。

• 拔除插頭時，要用手按緊插頭，
手不可濕，更不可拉動電線。

切傷、割傷、燙傷及燒傷
• 小心擺放刀具，切勿放近爐邊或

刀鋒向外，不需使用時應存放於
適當的刀架內。

• 鍋柄不可伸出通道及越過正在使
用的爐頭上；調校適當爐火，切
勿讓火勢過猛。

• 小心察看受熱或經過高溫烹煮的
食物，以免被冒升的蒸氣所傷。

• 食物放進滾油煎炸時應保持乾身，
以減低食物放入滾油時，因水份
濺起的油觸及身體。

• 運送滾熱的食物時加倍小心，並
留意四周環境，有需要時應向旁
人發出警告。

建造業工作安全要點
高空工作

業內很工人如泥水匠、油漆匠及
水喉匠等都會使用到棚架、工作台及
梯具。這等工具方便工人到達建築地

盤近乎所有高空地方以便工作。其使
用是相當普及的，但也是最常被錯誤
使用的。若其構造不符規格或使用時
不注意安全，意外就會很容易發生。由
於工人是使用這等輔助作高空工作，
意外時工人會從高空跌下，引致工人
嚴重受傷。所有樓面、工作橋架、棚架
及梯子等離地面 2米之室內外工作，統
稱高空工作。如在提供安全的工作平
台或安全進出口並不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才可使用安全網及安全帶，而安
全帶應扣在固定繫穩物上或獨立救生
繩上。

用電安全
• 手提電器工具應有雙重絕緣構造。

雙重絕緣設計的作用是針對漏電。

• 使用電工具時，依照製造商的操
作守則，在使用前檢查工具，及
使用合規格的插頭接駁電源，以
確保工具正常運作。

• 手提電工具上有一個「回」型標
記，即代表該工具是雙重絕緣。

物料吊重機
• 不要超出物料吊重機的安全負荷

重量。

• 物料吊重機須由合資格檢驗員檢
驗，證明安全，才可使用。

• 吊重機閘門須裝上有效的互鎖式
安全系統，待全部閘門關閉後，
吊重機才可運行。

• 確保與操作員建立良好的溝通方
式，明白並遵從所有訊號。

砂輪
• 保持永久張貼的中英文告示，述

明製造商就該砂輪或該砂輪所屬
級別而指明的每分鐘最高容許轉
速。

• 砂輪的操作速度，不得超逾該砂
輪所指定的每分鐘最高容許轉速。

• 砂輪的安裝工作只可由工業經營
的東主以書面委任的有資格人士
進行。

• 每個砂輪在轉動時，均須設有護
罩，護罩並須保持在原位。

挖掘工程
• 保持坑邊圍欄完整。

• 使用安全通道上落。

• 要留意坑道設有穩固閘版，才可
在坑道工作。

• 坑穴邊緣須提供適當支撑以避免
坑穴倒塌而造成損害。

• 挖掘坑穴時，如發現地面龜裂、
支撑斷裂或鬆脫，應立即停止工
作，離開坑穴並向上級報告。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 所有氣樽都須裝有防止回火安全

掣。

• 操作員必須佩戴個人防護裝備。

• 滅火筒必須放置在附近。

• 氣樽必須直立放置，並須放穩，
以防傾倒，並儘可能遠離進行高
溫工作的地方。

飲食業工作安全要點
使用手工具
• 使用刀具前應先佩戴合適的防割

手套。

• 在專心進行切割工作同時亦要留
意工作地點的四周環境，以防被
經過的員工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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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具不使用時要安放於刀架或刀
箱內。

• 刀具應與其他器具或碗碟分開並
單獨清洗，弄乾後儘快妥善存放。

處理灼熱東西
• 從蒸櫃取出東西前應先關掉氣壓

掣，打開門後待蒸氣散開才可將
東西拿出。

• 滾熱的液體要盛載適量，切忌過
滿及應輕放。

• 運送滾熱東西時應減慢步伐，留
意四周環境及向旁人發出警告。

工作場所處理
• 應立即處理濺出的水或油，處理

過程中將受影響範圍分隔並作出

告示。

• 保持排水系統暢通及地面乾爽，

可於進出口鋪設防滑墊。

• 工具及貨物應於指定的儲存區域

堆疊整齊地擺放，切勿阻塞通道

及緊急出口。

體力操作
• 根據物件大小、形狀和重量來擬

定搬運程序及確保運送通道暢通

無阻。

• 於搬運過程中儘量使用輔助工具

或找別人幫助（例如在梯上傳遞貨

品）。

• 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 使用正確提舉步驟及保持良好姿

勢。

肌肉筋骨勞損
• 避免站立過久，應以短暫休息作

協調。

• 多做伸展運動來舒筋活絡，增加
血液循環。

機器使用要點
• 除經正式訓練及授權之人士外，

其他人絕對不准使用機器。

• 機器操作指示及安全須知應貼於
當眼處以供參考。

• 穿著合適的工作服，束起長髮，
避免穿戴飾物，以防纏進機器轉
動部分。

• 機器應裝設容易觸及的電源關閉
裝置及裝有安全護罩。

處理化學品
• 於所有盛載化學品的容器上張貼

清楚而合適的化學品標籤。

• 為避免身體與化學品接觸，應佩
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衣物以作保護
（如：膠手套、護眼罩及圍裙等）。

• 切勿將化學品貯存於高溫或近火
的地方。

• 注意個人衛生，不得在使用或儲
存化學品的地方飲食或吸煙。

於凍房工作
• 若需在凍房內長時間工作，應穿

足夠厚衣物以作禦寒。

• 避免單獨在凍房內工作。

• 凍房地面應保持清潔，避免因滑
倒造成意外。

零售業工作安全要點
體力操作
• 物件過大或過重要分拆開，難以

用手攜提的物品，要用托盤或其

他容器盛裝後才可搬運。

• 存貨放在適當的位置，重點是易

於提取及不用扭曲腰部來搬運。

• 避免將物品存放在高於肩膊的位

置。否則，應使用穩固的梯子或

梯級，以便上落。

• 開工前及小休時做伸展運動亦可

幫助避免受傷。

貨物堆疊
• 購物車載貨的數量，以高度不阻

礙前方路線為準。

• 使用割紙刀開紙皮箱時，應從近
身處向遠方緩慢穩定地拖行割紙
刀。

• 最好用互鎖交疊式的方法來堆疊
貨品。

送貨收貨
• 操控唧車或叉式起重車時，一定

要眼望前進的方向，留意人、車
及其他障礙物。

• 剷車不可載人，更不可用剷叉作

升降員工的用途。

• 用手提斜道或貨台板連接車尾及
落貨點，行人路要有防滑坑紋，
滑貨用的要有滑面，甚至可用滾

軸運輸帶。

• 須穿上安全鞋、手套等個人防護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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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局提供多款不同語言的職安健書籍及海報供少數族裔人士及其僱主索取。

僱主僱員雙向溝通
本港在過去曾發生過導致少數族

裔僱員傷亡的工業意外，少數族裔僱

員發生意外，除了與本地僱員一樣可

能是基於不安全環境或行為等因素之

外，亦可能與語言差異有關。由於少

數族裔僱員有可能完全不懂中文及英

文，如僱主沒有適當安排，工作指令

以至安全要求均不可能有效地向他們

傳達。有見及此，僱主應為少數族裔

僱員製作相關語言版本的安全文件，

包括安全政策、安全守則及緊急應變

安全措施等。於工作地點展示的安全

警告字句，亦應設有少數族裔的語言

版本，以確保少數族裔僱員了解其內

容。僱主亦應邀請懂得中文或英語的

少數族裔僱員為員工代表，作為管理

人員與其他少數族裔僱員之間的溝通

橋樑，進一步確保有關安全訊息可有

效傳達。

此外，少數族裔與本地員工的文

化及生活習慣的差異，亦是僱主與安

全管理人員於向他們推廣職安健時須

要顧及的因素。僱主或管理人員在工

作安排及處理上，必須尊重他們的文

化。如遇上工作要求或安排與他們的

文化及習慣有所衝突的情況，必須要

於「安全為先」的大前題下，與他們商

討，儘量作出配合，以制訂合理可行

的解決方案。

宣傳、教育及推廣
建造業是香港的經濟命脈之一，

僱員當中有不少是巴基斯坦和尼泊爾

族裔，為加強他們對高危行業職安健

的認識，職安局印備相關文字的小冊

子及海報。此外，近年從事清潔的少

數族裔從業員亦有所增加，職安局亦

印有巴基斯坦和尼泊爾文的工作安全

單張，以協助他們所需。而針對全港

十多萬名家務助理員，本局製作有關

的小冊子及數碼光碟，亦備有中文、

英文、菲律賓文、印尼文及泰文等不

同語文版本，免費派發或可於職安局

網頁www.oshc.org.hk下載。

職安局為少數族裔僱員提供的其

他相關支援服務還包括提供安全培訓

課程、舉辦講座和工地安全推廣活動

等。為了提升南亞裔人士廣東話水平，

並學習職安健知識，職安局將與勞工

處、建造業總工會、香港社區網絡及

勞聯智康協會合辦「少數族裔建造業安

全廣東話挑戰賽」。學習廣東話，不單

可以協助他們了解安全健康知識，增

加不同種族同事間的交流，促進勞資

和諧關係，同時亦更有助南亞裔人士

融入社會。

總結
雖然香港是華人社會，但我們當

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人士。他

們同樣是香港社會的一分子，很多更

在事業上有卓越成就，而且對香港的

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顯著的貢

獻。為實踐我們的使命，本局致力協

助少數族裔人士打破語言障礙融入工

作之餘，並為他們提供教育及宣傳職

業安全健康的知識。幫助香港的少數

族裔人士融入社會，並建立一個多元

文化、種族和諧及公平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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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港多項大型基建陸續展
開，加上市區重建及樓宇翻新工程，
本港建造業蓬勃發展，預計將有更多
南亞族裔，例如尼泊爾、巴基斯坦、印
度的生力軍加入建造業。南亞裔工友
面對語言和文化差異，可能因不諳廣
東話，而忽略了安全提示或提醒而令
意外發生。為了提升南亞裔人士的廣
東話水平，並學習職安健知識，職業
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香港社區網絡及勞聯智康協會
合辦了「建造業安全南亞裔廣東話挑戰
賽」。比賽已於 2014年 5月 11日假青衣
職安局職安健學院禮堂圓滿舉行。

組各參賽組別將高處工作、密閉空間
工作的安全施工程序，以話劇形式表
達，令人印象深刻。

個人高級組由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的建築學徒Mohammad Waqas Hussain 

獲得金獎，他的中文名為馬思諾，是
巴基斯坦人。這次比賽他預備了兩個
星期，內容是中暑的症狀和預防的方
法。他帶備了預防中暑的裝備，例如
清涼巾、闊邊帽、淺色薄工作服等，他
在三分鐘的演講中，充分表達預防中
暑的職安健知識，讓在場人士看得投
入，紛紛報以熱烈掌聲。他表示，他在
地盤經常擔任南亞裔工友與安全督導
員的橋樑，幫助提醒工友注意安全。
他認為，只要南亞裔工友多認識香港
朋友，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廣東話自
然就會有進步。

個人高級組金獎得主馬思諾認為，只要南亞裔工友
多認識香港朋友，廣東話自然就會有進步。

勞聯智康協會主席黃鑑權先生，MH，太平紳士頒
發個人初級組金獎予Mani Raj Gurung。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梁振豪先生頒發隊制初級組
金獎予金門建築的HOM。

隊制高級組金獎由 Sanfield Safety & Security Team奪
得，他們以「安全隨心發、人人齊負責」為題，帶出
有關用電安全的職安健訊息。

比賽分為個人初級組、個人高級
組、隊制初級組及隊制高級組，每組
均設金、銀、銅及優異獎。參加個人
組的南亞裔工友各出其謀，以個人演
說、講故事、棟篤笑、朗誦等方式，務
求以廣東話表達建造業職安健訊息，
例如預防中暑、高處工作安全、用電
安全及密閉空間工作安全等等。隊制

各比賽單位施展渾身解數後，最後
隊制高級組金獎由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的 Sanfield Safety & Security Team奪得，
五位隊員都是來自尼泊爾，他們以「安
全隨心發、人人齊負責」為題，演繹方
法富娛樂性又反映現實，更以輕鬆惹
笑的方式帶出有關用電安全的職安健
訊息。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
紳士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建造業在
龐大的人力需求之下，南亞裔人士無
疑是建造業不可以缺少的生力軍，為
業界注入新血。在日常工作裡，南亞
裔工友可能因為語言問題而忽略職安
健的重要性，今次比賽就可以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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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安全南亞裔廣東話挑戰賽
得獎名單

個人組－高級組

獎項 機構 員工姓名

金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Mohammad Waqas Hussain

銀 俊和－中國中鐵－中鐵大橋局聯營 Isa Mohamed Hasan

銅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Dhillon, Davinder Singh

優異獎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RAI Jit Karna

優異獎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Gurung Meena

優異獎 寶嘉－布依格聯營 Chhetri Hem Kumar

優異獎 寶嘉－布依格聯營 Gurung Khagendra Kumar

優異獎 寶嘉前田建設法國地基聯營 Sarki Purnakumar

優異獎 聯歐沃－新昌－保華聯營XRL(810B) Phurpa

個人組－初級組

獎項 機構 員工姓名

金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Mani Raj Gurung

銀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Gurung Phul Kumari

隊制組－高級組

獎項 機構 隊伍名稱

金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Sanfield Safety & Security 
Team

銀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Bani BaBa

銅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Tiger

隊制組－初級組

獎項 機構 隊伍名稱

金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HOM

個有效的平台，幫助南亞裔人士提升

廣東話水平，也可以讓他們吸收更多

職安健知識，對職業安全健康提高警

覺。」

獲獎的南亞裔工友與主辦單位分享得獎喜悅。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表示比賽有助
南亞裔人士提高工作安全意識。

主禮嘉賓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

梁振豪先生在致辭中指出，要讓工友

們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管理層與工

友以及工友與工友之間的有效溝通非

常重要。廣東話是本港最普遍的溝通語

言，所以對並非以廣東話作母語的南

亞裔工友來說，就顯得特別重要。掌握

廣東話，可以避免因溝通上的誤會而

引致的工業意外。勞工處會以不同語

言，印製推廣宣傳單張，更與工會、商

會、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講座，也會

到地盤探訪，向少數族裔工友宣傳，例

如密閉空間工作安全的職安健訊息。

每年夏季，勞工處會派員到較多少數

族裔居住的地區，張貼以他們的語言

印製的預防中暑海報，提醒南亞裔工

友，在酷熱天氣下工作必須注意安全。

當天的比賽也有南亞裔朋友擔任

活動義工，其中一位是印度裔的中六

女生高文蝶，她參與義務工作已經四

年，義務工作讓她認識到更多香港朋

友，廣東話日漸進步。另一方面，她表

示活動後對職安健有更深的了解，會

向親戚朋友推廣。 



國際勞工組織把每年的 4月 28日

訂為「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以推廣

職業安全健康訊息。為了響應國際勞

工組織的呼籲，並表揚在各行各業致

力推動安全文化發展的員工，職業安

全健康局、勞工處、立法會勞工界議

員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於 2014

年 2月至 4月期間繼續舉辦了「第六屆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

禮已於 4月 28日在旺角倫敦大酒樓圓

滿舉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

生，GBS，太平紳士、勞工及福利局常

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太平紳士、勞

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職

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為

在 2013年有 22宗死亡意外，較 2012年

的 24宗下降 2宗，但是今年第一季就發

生了 10宗致命工業意外，這個情況是

近年同期罕見的。這些嚴重意外主要

涉及高處工作和吊運作業，勞工處已

即時針對這些高危工序進行特別執法

行動，包括在今年第一季針對涉及高

處工作及吊運操作分別進行了特別巡

查執法行動。在今年第一季的特別執

法行動中，共發出了 270多張法定通知

書及提出 167宗檢控。勞工處將會進行

更多的特別執法行動，以遏止不安全

吊運操作。他強調勞工處會全方位處

理問題，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他希望

除了政府制定政策之外，僱主、僱員、

整個社會都要充分配合，共同為建立

職安健文化而努力。

五一勞動節暨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
第六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

大會的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立法

會潘兆平議員，BBS，MH、郭偉強議

員、鄧家彪議員以及勞顧會僱員代表

梁籌庭先生、李德明先生、吳秋北先

生、周小松先生及陳素卿女士。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GBS，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近

期大型基建和舊樓重建維修、公屋興

建工程陸續展開，加上建造業預計未

來數年繼續蓬勃發展，投身建造業的

人手不斷增加，單是新工程地盤工人

的數目由 2009年約 50,000人，上升約

60%至 2013年接近 80,000人，為建造

業的職業安全帶來嚴峻挑戰。建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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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嘉賓出席第六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禮，並為五一勞動節祝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致辭時
表示，希望除了政府制定政策之外，僱主、僱員、
整個社會都要充分配合，共同為建立職安健文化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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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僱員代表梁籌庭先生致辭

時亦表示，建立建造業的安全文化，

並不能單靠個人力量，要從多方面作

出配合，僱員、僱主、政府、承建商都

要通力合作，改善工作環境，他認為

當局要在每個工地增加安全主任、制

定定期檢查重型機械的相關法例，操

作人員必須持有認可資格，承建商要

切實執行地盤安全管理系統，他指出

由於多個行業需長期加班，工作生活

大失平衡，因此建立標準工時刻不容

緩，讓員工在休息與工作之間取得平

衡，有助保障僱員的職安健。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頒發「傑出職
業安全健康員工參與計劃」甲計劃金獎予香港康樂
事務職員總工會。

另一間獲得甲計劃金獎機構為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當晚同時舉行了「第十屆傑出職業

安全健康員工參與計劃嘉許典禮」，旨

在嘉許在籌劃、組織、實行「職安健員

工參與計劃」上有出色表現的機構。今

屆分別有三間機構獲得金獎，甲計劃

獲得金獎的機構分別是香港公務員總

工會，得獎計劃名稱為「職業安全研討

營之公務員情緒病的成因、管理、預防

和治療」推廣活動；另一間獲得金獎的

機構則是香港康樂事務職員總工會，

得獎計劃名稱為「5P職安健，康樂事務

展新猷」推廣活動。乙計劃獲得金獎的

機構是九龍西醫院聯網職業安全健康

協調委員會，得獎計劃名稱為「『你有

營，我有盈』九龍西醫院聯網－健康生

活推廣」推廣活動。三間機構分別派出

代表分享寶貴經驗及心得。

乙計劃金獎機構為九龍西醫院聯網職業安全健康協
調委員會。

至於「第六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

嘉許計劃」，分為機構╱企業組及工會

組，機構╱企業組設有管理層組別、管

工組別及前線員工組別，每組分別頒

發金、銀、銅獎及優異獎，今年大會接

獲來自 138個機構共 450人參賽。參賽

者來自各行各業的機構，包括建築公

司、物業管理公司、社福機構、醫院、

公用服務機構及工會等。最後選出 51

名積極參與工會或機構╱企業職安健

活動，或對改善職安健制度和工作環

境有貢獻的員工以作嘉許。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對積極推廣及改
善職安健的機構及員工加以表揚。

獲得「工會組」金獎的港九勞工社

團聯會何仁清先生，是賽馬會飲食部

門主管，在飲食業工作超過 20年，對

行內每一個工種都非常熟悉，他曾經

目睹不少同事在工作時被利器割傷、

燙傷及扭傷，作為主管，他會提供所

有可以防止意外發生的用具給員工使

用，例如拿取高處物件時，必須使用

梯具，搬重物要用手推車，提取燙熱

物品要用防熱手套等等，不過有充足

裝備亦需要員工配合，以及遵照程序

而行，才可以避免意外發生，今次獲

獎對他是很大的鼓勵，他希望可以帶

出訊息，推行職安健，不是為僱主節

省賠償，而是讓員工能夠健康快樂地

工作與生活。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工會組金獎得主何
仁清先生認為，推行職安健不是為僱主節省賠償，
而是讓員工能夠健康快樂地工作與生活。

「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組」的

金獎得主是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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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規管部助理賴詠恩小姐，她很著

重職業安全健康，積極參與公司舉辦

的職安健培訓課，她日常工作時會到

公司管理的物業進行安全巡查，曾經

在巡查消防喉轆櫃時，發現被人放入

雜物，萬一發生火警要使用喉轆時才

發現被雜物阻塞，就會阻礙救火進度，

她經常將職安健知識與同事分享，透

過不斷積極推廣職安健，對公司與同

事都有正面影響，根據工傷意外統計

數字，2013年度的工傷千人率就下降

了大約 27%，成績令人鼓舞，她希望每

一個人在日常工作中齊心關注職安健

事項及作出改善，讓大家可在安全而

健康的環境中工作。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機構╱企業組－前
線員工組金獎得主賴詠恩小姐，希望每一個人齊心
關注職安健，讓大家在安全而健康的環境中工作。

而今年新設的「機構╱企業組－管

工組」金獎由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國

賓廳擔任組長的樊宇楓小姐獲得，她表

示她的同事工作時需要長時間站立，

因此對下肢肌肉造成負擔，引致勞損

和腰酸背痛，另外更需要經常搬運重

物，姿勢不正確往往會造成意外，因

此她鼓勵同事積極參與各類型職安健

活動，令自己和員工的安全意識都得

以提高。她又會在容易引致受傷的機

器上，例如熱水爐、洗碗碟機，貼上標

籤，提醒同事注意安全。她非常高興獲

得獎項，透過參加比賽可學習更多有

關職安健的資訊，她希望自己能成為

榜樣，將更多職安健訊息帶給同事，

使大家對工作危險保持高度警覺。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機構╱企業組－
管工組金獎得主樊宇楓小姐鼓勵同事積極參與職
安健活動，令大家的安全意識得以提高。

今年有兩人獲得「機構╱企業組－

管理層組」金獎，第一位是在將軍澳醫

院擔任部門運作經理的邵桂鳳女士，

可能很多人以為醫院是安全的地方，

因為表面上是很乾淨，她解釋醫院蘊藏

很多危險，例如抬舉病人時很容易出

意外，處理針頭、化學品、醫療廢料，

都存在風險，有時更會遇到工作間暴

力，作為部門管理層，她會提醒同事經

常要「擔天望地」，就是留意天花板有

否漏水、地板有沒有積水。她又會要

求員工定時巡查有危險性的地方，確

保安全。她更會為同事提供職安健培

訓，令大家將職安健意識深印腦中，

一起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黃國強先生獲得「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
機構╱企業組－管理層組金獎，他希望大家可以做
到安全施工，人人有責。

另一位獲得金獎是有利建築有限

公司的項目總監黃國強先生，他從事

建築業已經 36年，他表示建築業是人

手密集的行業，涉及很多工種、工友、

機械及工具設備等，每項工序及機械

設備，都有它們的特別技術及職安健

要求，如果工序前期的計劃不完善，

意外很容易會發生，有見及此，工序前

必須要先了解清楚該項工序的主要危

害，進行工序危害識別及風險評估，規

劃預防意外發生的施工系統及硬件措

施，並須要協調各工序的工作安排，因

為預防遠比補救措施有用，更有效保

障工友的安全及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曾經有一宗意外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事緣一名木工為了方便工作，將密封

洞口的木板拆走，卻在跨越洞口時意

外墮下，幸好只是受傷，休息了一個

多月後能重新工作，黃先生認為，要

避免不安全的工作行為，必須不斷教

育工人，改變他們的思維，要讓工友

們明白，意外輕則使人受傷，重則令

人死亡，更會影響一個家庭與無數親

人，他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安全施工，

人人有責。 

「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機構╱企業組－
管理層組金獎得主邵桂鳳女士，提醒同事要將職安
健意識深印腦中，一起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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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2014」得獎名單
1. 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組
獎項 員工姓名 機構
金 賴詠恩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 徐艷梅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兒園
銀 黃栢棋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銅 趙家偉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銅 何遠雄 中電工程有限公司
銅 吳偉明 基督教聯合醫院
銅 Sarki Purnakumar 寶嘉－前田建設－法國地基聯營

2. 機構╱企業組－管工組
獎項 員工姓名 機構
金 樊宇楓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銀 黃樹航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銀 陳偉俊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環球貿易廣場）
銀 曹偉棠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銅 何惠源 Samsung – Hsin Chong Joint Venture

銅 朱永傑 易高環保投資有限公司
銅 黃智剛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帝峯 •皇殿）

3. 機構╱企業組－管理層組
獎項 員工姓名 機構
金 黃國強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金 邵桂鳳 將軍澳醫院
銀 蘇海亮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銀 邱國橋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銀 高志華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銅 陳偉雄 小欖醫院（醫院管理局－新界西聯網）

銅 王偉賢 比華利山（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銅 陳佇維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銅 李智勇 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4. 工會組
獎項 員工姓名 機構
金 何仁清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銀 周聯民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銅 呂灝汶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銅 陳啟瑜 混凝土業職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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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工程時常涉及吊運工序，需
要使用各種起重機械，搬運大型建築
設備及物料。為加強業界對吊運工作
安全的關注，職業安全健康局、勞工
處聯同業界於 2014年 4月 29日，在北
角香港青年協會大廈舉行「流動式起重
機安全操作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吸引超過 500名業內人
士出席。研討會演講嘉賓包括勞工處
總職業安全主任胡偉雄先生、香港建
造商會健康與安全小組副主席楊中源
先生、利勃海爾（香港）有限公司業務
拓展經理蕭浩樑先生、香港專業吊運
聯會主席吳國榮先生、香港建造業分
包商聯會副主席吳國銘先生以及金門
建築有限公司機械部高級經理唐維政
先生。

穩定性問題、負荷過重以及機件故障
等等。胡偉雄先生建議業界嚴格遵守
現行的安全使用流動式起重機工作守
則，並向工作人員提供針對性的吊重
安全訓練，以提升起重作業的安全。

關於使用流動式起重機而引發的
意外，總承建商責無旁貸。因此，總承
建商應該準備一套完善的安全系統以
控制及管理吊運工作。香港建造商會
健康與安全小組副主席楊中源先生提
出多項建議，包括流動式起重機操作
員牌照可分等級、為操作員提供銜接
課程、設立監管機關防止操作員違規
工作以及隨意組裝流動式起重機、整
合吊運訊號員課程以及列明各吊運工
具的首次檢驗日期等等，以減低意外
發生。

現時，歐盟對於起重機的設計訂
立了一套安全標準。利勃海爾（香港）
有限公司業務拓展經理蕭浩樑先生，
以起重機生產商身份，分享歐洲如何
設計起重機以及其設計如何幫助安全
吊運。蕭浩樑先生特別提出一些符合
EN13000（一個歐盟對機械製造商的標
準）的起重機安全設計，例如起重機設
有兩個角度感應器、機上設有安全警
示以及配備操作紀錄儀等等。儘管如
此，蕭浩樑先生指出起重機的設計並
非完美，仍然有賴業界以及同工，包
括監管者以及營運者一同努力，吊運
工作才可安全。

香港專業吊運聯會主席吳國榮先
生提出，要令吊運安全進行，必須經
常檢查各樣吊重裝置，而訊號員亦必
須與操作員有良好溝通。吳國榮先生
認為，吊重必須要有事前準備，做好
吊運策劃及評估，才可正確安全地搬
運重件，避免意外發生。

另外，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副
主席吳國銘先生指出，近期所發生的
吊運事故，有一定程度屬於人為疏忽。
吳國銘先生提議，業界在購買流動式
起重機時，可以要求代理商提供適當
訓練予操作員，裝配新吊臂於貨車上
必須向代理、生產商及裝配師傅等諮
詢詳細安全資料、每天測試安全警報
器、盡量完全伸展所有支重腳橫樑、
施工前要小心注意現場環境及設立起
卸封鎖區等等。為自己、為家人，每名
前線員工在操作流動式起重機時都應
該小心謹慎。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機械部高級經
理唐維政先生分別從法例要求、系統局
限、監管以及訓練四方面探討流動式
起重機操作安全問題。唐維政先生認
為，必須加強操作員的技能訓練及考
核才能令操作員更安全地使用機器。
除此之外，流動式起重機的法定證書
及機械標示應該提供更多有用資訊、
以及加強重要配件檢查才可有效減低
意外發生。

參加者之一，本身是安全主任的
杜國標先生在會後表示，這次的研討
會令他獲益良多。他指出，很多時起重
機操作員會因為貪快而忽略了安全問
題。日後，他們會參考各講者的意見，
希望能夠更安全操作流動式起重機。

最後，正如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
任胡偉雄先生所指，吊運工作上各有
關持責者應釐清及承擔安全責任，攜
手協力，才能預防意外。 

縱使香港現時已有法例、安全指
引以及工作守則規管如何安全使用流
動式起重機，但於過去五年，本港一
共發生八宗涉及使用流動式起重機的
建造業致命意外，情況令人關注。勞工
處總職業安全主任胡偉雄先生表示，
勞工處就意外巡查並進行分析，綜合
吊運意外主要成因為機器操作不當、

研討會旨在加強業界對吊運工作安全的關注，吸引
超過 500名業內人士出席。

在研討會答問環節中，與會者踴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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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與新城電台合作

多年，致力向市民大眾推廣職安健的

重要性。今年職安局以「愛職安 •愛家

庭 •愛合作」為主題，邀請了多名廣受

歡迎的歌手組合擔任「職安健榮譽大

使」及「職安健學校大使」，肩負起錄

製宣傳聲帶、拍攝海報及到訪學校宣

傳職業安全的重任，而「《職安校園電

台節目創作比賽》啟動禮暨《榮譽職安

健大使委任禮 2014》」已於 2014年 3月

7日假職安健學院舉行。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

紳士致辭時表示，職安局一直以來成

功推行多項活動和比賽，為學生認識

職安健建立基礎，培養他們的安全文

化，相信透過這次《職安校園電台節目

創作比賽》，可以增加同學從不同層面

接觸職安健知識的機會，亦能為他們

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他又感謝

榮譽職安健大使官恩娜及其他大使包

括C ALLStar、陳明恩及一眾DJ的積極

參與，身體力行地向全港市民推廣職

安健訊息。最後陳博士希望大家能夠

齊心合力，發揚「愛職安 •愛家庭 •愛

合作」的精神，共同締造一個充滿健康

和關愛的社區。

陳海壽博士隨即聯同新城知訊台

項目總監葉碧梅女士以及各位職安健

大使，一同就《職安校園電台節目創作

比賽》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由

嘉賓戴上代表職安健元素「手心眼」的

手套放在儀式台上進行亮燈，象徵各

位大使有責任向公眾宣傳職安健訊息。

《職安校園電台節目創作比賽》將

於 3月至 7月期間舉行，對象是中小學

生，參加者需設

計一個能教育聽

眾有關職安健訊

息之電台節目，

形式不限，可以

是清談節目、廣

播劇、訪問等。

主題需包括建造

業、飲食業及辦

公室工作三個主

題中至少一個類

別。參加者需提交大綱簡述節目內容

及製作過程，如何能達到推動職安健

的宣傳效果。傑出作品將會入圍並進

行錄音製作，經剪接後可安排於電台

播出。52份入圍作品將製作成《職安校

園電台節目》CD，寄到曾參賽之學校

作留念及教學用途。

一班大使接受了同樣身兼職安健

大使的司儀李國能及鄭芷彤訪問，分

享拍攝海報時的感想，並向於建造業、

飲食業及辦公室工作的人士加以提醒

需注意的職安健要點。榮譽職安健大

使官恩娜於拍攝海報時扮演辦公室職

員，她指出辦公室職員需長時間在坐

位上工作，可進行職安健康操，以簡

單動作舒展筋骨。而職安健學校大使

陳明恩就於拍攝中扮演廚師，她提醒

大家在搬運重及熱的東西時可以手推

車協助，減低受傷機會。另一位職安

健學校大使DJ Dylan就提醒建造業員工

於高空工作時要做好防墮措施。

由一班年青歌手及DJ擔任的職安

健學校大使亦會於 5月至 7月及 10月

至 11月期間到 10間小學探訪，透過播

放職安健短片、遊戲及分享，向學生

灌輸職安健訊息，由小朋友將訊息帶 

回家。 

陳海壽博士聯同新城知訊台項目總監葉碧梅女士以及各位職安健大使戴上代表職安健
元素「手心眼」的手套放在儀式台上進行亮燈，象徵各位大使有責任向公眾宣傳職安健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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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開展
「工作場所職業衛生監
督執法年」

近年來，中國職業病危害防治工
作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職業病發病
率仍然較高，職業病防治形勢依然十
分嚴峻。為切實提高用人單位職業病
防治意識，促進其依法履行職業病防
治主體責任，決定 2014年在全國開展
「工作場所職業衛生監督執法年」活動。

目標希望通過開展活動，強化職
業衛生監督執法工作，明確監管責任
和各項要求，嚴厲查處各類職業衛生
違法違規行為，促進用人單位加強職
業衛生管理，落實職業病防治各項措
施，改善工作場所環境和條件，保護勞
動者健康權益。主要任務包括突出重點
檢查內容和重點行業領域，突出查處
重點違法行為，以及突出建立長效機
制。至於工作要求方面，要堅持「廣覆
蓋、零容忍、嚴執法、重實效」原則，
結合實際，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有計
劃、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詳情請參
閱以下網址：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n a s a f e t y .
g o v . c n / n e w p a g e / C o n t e n t s /
Channe l _6288/2014/0328/232054/
content_232054.htm

國家教育部及
安全監管總局等

部 門 合 辦 第 19 個
全國中小學生安全

教育日活動
今年 3月 31日，中國教育部、公安

部、交通運輸部、國家衛生計生委、

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安全監管總局、

國家林業局、共青團中央、全國少工

委、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中國地

震局、中國氣象局、國務院應急辦、北

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市海濱區上地實

驗小學共同舉辦了以「強化安全意識，

提升安全素養」為主題的第 19個全國

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主題活動。主題

活動上，與會各主辦單位領導觀摩了

北京、雲南、遼寧等地中小學校同步

開展的應急疏散演練，啟動了國家教

育資源公共服務平台中小學生安全教

育頻道和第二屆全國中小學生安全知

識網路競賽，發佈了《安全校車》系列

電影科教片，參加了上地實驗小學安

全教育嘉年華活動。全國中小學生安

全教育形象大使李冰冰透過短片向全

國中小學生發出了安全倡議。公安部

等主辦單位和企業向全國中小學生贈

送了圖書、光碟、畫冊等安全教育資

源。有關資訊請參閱以下網址：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n a s a f e t y .
g o v . c n / n e w p a g e / C o n t e n t s /
Channe l_4976/2014/0402/232264/
content_232264.htm

德國舉行第二十屆世界
安全及健康工作會議

自 1955年以來，國際勞工組織每
三年都會於不同的地方舉辦世界安全
及健康工作會議，而今年已踏入第二十
屆，並會於德國法蘭克福舉行，主題
是分享可持續預防願景。這個會議的
目的希望能提供一個平台，讓來自不
同國家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專家、僱主
和管理人員、工會，公共管理人員，保
險和社會保障專業人士，製造商和進
口商，以及任何對工作安全及健康有
興趣人士作出職安健的交流，提供相
關的知識，做法和經驗分享。有關資
訊請參閱以下網址：

h t t p : / /www. i l o . o r g / s a f ework/
events/meetings/WCMS_183012/lang--
en/index.htm

英國新編了碼頭工人的
安全指引

英國的衛生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UK)與碼頭工作相關
的組織最近新編制了一份碼頭工人工
作守則和碼頭業路標指引文件。這份新
的指引取代現行的實務守則 (COP25)。
新的認可實務守則 (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更為簡潔，將有助於業界內僱
主容易了解他們需要遵守的健康及安
全工作等法例及其他有關規定的一般
責任。當中涵蓋的主題包括工作場所
運輸，高空工作和吊運作業。有關資
訊請參閱以下網址：

h t t p : / / p re s s . h s e . gov. u k /2014 /
new-guidance-for-the-safety-of-dock-
workers/ 

寰宇職安
動態速遞



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
獎典禮 2014

為提升建造業的工作安全水平，

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有關政府部門、

機構、商會及工會舉辦「建造業安全推

廣活動 2014」，加強僱主僱員的工作

安全意識。今年的「建造業安全日」定

於 7月 9日（星期三）假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2014」，以表揚在職安健上有卓越表現

的機構及員工，歡迎報名參加，截止

報名日期為 7月 2日，詳情可瀏覽活動

報名表：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f/CSD2014_Enrol.pdf

吊運安全操作推廣活動
2014

為加強業界的安全作業意識及提

升吊運工作的安全水平，職業安全健

康局聯同業界舉行「吊運安全操作推廣

活動 2014」，活動包括「吊運安全操作

比賽 2014」、講座及派發免費吊運工作

安全物料，歡迎報名參加。詳情可瀏

覽活動報名表（只有中文）：http://www.

oshc.org.hk/others/bookshelf/Lifting_

Safety_Enrolment_Form_2014.pdf

「青少年工作安全」推廣
活動 2014-15

職安局推出「青少年工作安全」推

廣活動，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工作安

全知識。活動包括職安健Tote Bag設計

比賽、知安識健體驗坊及派員親臨學

校講解學生課餘工作安全知識，並備

有「青少年工作安全宣傳物料」供索取

及借用。歡迎全港學校及青少年服務

機構參加，詳情可瀏覽參加表格（只有

中文）：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f/Youth_safety2014.pdf

職安健最佳項目
職安局現正舉辦第十五屆「職安健

最佳項目」研究獎項，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4年 9月 30日，參加詳情見報名表

格（只有英文版）：http://www.oshc.org.

hk/download/research/BPA_leaflet.pdf

職安健學生研究獎學金
職安局現正推出第七屆「職安健

學生研究獎學金」，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4年 11月 30日，參加詳情見報名表

格（只有英文版）：http://www.oshc.org.

hk/download/research/SRS_leaflet.pdf

職安局新增課程
分析及預防嚴重工傷意外

本港的職安健水準不斷提升，各

界對工作安全的要求大大提高。作為

職安健管理人員對促進職安健的工作

亦不容鬆懈，尤其那些高危、易生意

外的行業和工序，例如建造業、貨櫃

處理作業、高處工作、電力工作、密閉

空間工作等。此課程旨在透過對一些

嚴重或致命的工傷意外個案的分析，

提醒職安健管理人員和安全主任對職

安健的關注，並借鑑合適的危害控制

系統及措施，避免同類意外再發生。有

關課程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s://

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

CourseDetail.asp?CouID=565 

職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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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壁受損破裂，血液流出循環
系统，此為出血。

員工在工作時不慎被鋒利工具、
機器所傷或受到嚴重撞擊時，均可能
導致大量出血。而出血則可分為外部
出血及內部出血。外部出血容易被察
覺，因血液流出體外，但內部出血則
較難辨知。

當傷者的身體有大量外部出血
時，應留意以下的徵狀及作出急救處
理。

徵狀
• 脈搏快而弱，血壓下降。

• 口渴、皮膚變得濕冷及蒼白。

• 身體軟弱無力。

• 表現不安情緒。

• 呼吸淺速，嚴重者，透不過氣。

• 神志不清，嚴重者，不省人事。

處理方法
• 傷者的位置

安置傷者於恰當位置。
急救員

• 顯露傷處

檢查傷口狀況，留意有否嵌入異

物。

• 提升傷肢

提升傷肢，使其高於心臟，以減

慢流血速度。

急救員

• 加壓

使用直接╱間接壓法施壓 *，以

繃帶包紮傷口，制止出血。

• 儘速送院治療。

* 直接壓法
1. 用敷料遮蓋傷口，再以繃帶施壓

包紮，但不可太緊，以免肢體末

端的血液循環受阻。

2. 如果敷料被血液滲透，可在其上

再加敷料包紮。

3. 若傷口有斷骨，應用厚敷料墊

好，才可包紮。

注意
急救員為傷者的傷口施壓時，須

穿戴膠手套或即棄手套及使用敷料，

以防直接接觸傷口的血液而受到感

染。若當時未備手套或敷料，則可使

用清潔的膠袋代替手套及使用臨時敷

料施壓，若情況許可，請傷者自行為

傷口覆蓋施壓。

* 間接壓法
在施行直接壓法後，若仍未能成

功止血，可輔以間接壓法。方法是在

出血處與心臟間的動脈施壓，以減少

血液通過。在一般情況下，施壓 5至

10分鐘，便足以令血液減少流出，因

而協助凝血，有時則可能需要按壓較

長時間。

參考資料

香港醫療輔助隊編製的《實用急救手

冊》（2011年修訂版） 

工作場所急救知多啲工作場所急救知多啲

工作場所急救常識知多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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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一名工人（死者）在維修一個違例

搭建物的脆弱的波紋板屋頂時，從該

屋頂上墮下引致頭部嚴重受傷，其後

死亡。

事發經過
1. 一座工業大廈天台的兩個單層金

屬違例搭建物正進行維修工程，

包括在屋頂現有的波紋板上加蓋

新的金屬波紋板。

2. 意外發生時，兩名工人正在其中一

個搭建物的脆弱的屋頂上工作。

死者正在把新的金屬板覆蓋在現

有的屋頂波紋板上，而其工友則

用工具固定金屬板。死者站著波

紋板的那部分突然破穿，死者穿

過屋頂的破洞跌到 4米下的地面上

死亡。

3. 工人沒有獲提供工作平台、安全

網、安全吊帶及繫穩物。

防止意外措施建議
1. 應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予工人在

脆弱的屋頂上工作。

適用法律規定
1. 《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B(1)

條：負責任何建築地盤的承建商

須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該地盤內

有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 2米之處

墮下。 

Incident
A worker (the deceased) fell from 

a fragile corrugated sheet roof of an 

unauthorized structure when he was 

repairing the same roof. He sustained 

serious head injury and passed away 

later.

Circumstances
1. Two unauthorized single storeyed 

metal structures on the roof of an 

industrial building were undergoing 

renovation. The renovation work 

included covering the existing 

corrugated roofing sheets by new 

corrugated metal sheets.

2. At the t ime of the acc ident , 

two workers were working on 

the fragile roof of one of these 

structures . The deceased was 

placing new metal sheets onto 

the existing corrugated sheet roof 

and his co-worker was fixing the 

metal sheets by tools. The portion 

of the corrugated sheet roof on 

which the deceased was standing 

suddenly broke and the deceased 

fell through the broken roof to 

his death onto the floor 4 meters 

below.

3. No working platform, safety net, 

safety harness and anchorage point 

were provided for the workers.

Prevention recommended
1. Suitable working platform should 

be provided for workers working 

on fragile roof.

Applicable legislation
1.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S i t e s  ( S a f e t y ) 

Regulations, Regulation 38B(1): 

Any contr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site shall take adequate steps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ny place 

where the construction work is 

being carried out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of 2 metres or more. 

A worker fell to death while repairing corrugated sheet roof 
of a metal structure

一名工人在維修一個金屬搭建物的
波紋板屋頂時墮下死亡

勞 工 處 Labour Department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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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狀況
根據 2013年海上工業意外的資

料，超過 75%是有關貨物處理作業，依

次序為公眾貨物裝卸區、中流作業、

貨櫃場、內河貨運及貨櫃碼頭。根據

意外地點的分布，公眾貨物裝卸區及

海上中流貨物處理的意外明顯比其他

地點為多。有關原因可能是貨物或貨

櫃主要靠著浮式躉船一側利用人字吊

臂起卸，並且需要人手在貨櫃頂扣上

或移除吊鉤，這工序很容易受到風和

海浪的影響。工人經驗淺、工作時間

長及戶外工作也是導致部分主要意外

的因素，雖然亦有少量個案是機械故

障加上人為錯誤所造成。

與高風險工序相比，葵涌貨櫃碼

頭雖然貨櫃處理量大，但是意外率較

低，幸好去年並沒有致命意外。這顯示

葵涌貨櫃碼頭的貨櫃處理相對安全，

這要感謝從業員以應有的謹慎態度使

用碼頭吊機，以及不大需要人手在貨

櫃頂上工作。

意外成因
導致下墮意外有多個成因。首先，

在扣上或移除吊鉤過程中墮下的主要

原因是吊索工身處在危險位置以及風

和海浪的影響，尤其是在開放水域。第

二個成因可能是進行貨物處理的人違

反有關守則及規例。預防措施欠佳、

缺乏有效協調及溝通、執行安全程序

時出現疏漏、有關人士不小心以及機

械設計有不足之處都是構成有關意外

的起因。

顯然，被物件或貨櫃撞到或壓著

的成因是未有意識到有關危害及吊索

工位置欠妥，以及操作員移動物件或

貨櫃時彼此的視線受阻。有關意外成

因的其他因素與下墮意外類似。

其他發現
扣上或移除吊鉤過程是在公眾貨

物裝卸區及中流作業處理貨櫃的其中

一項必需工序，因為在這些地方難以

用簡單的吊架裝卸貨櫃，尤其不能取

代人員在貨櫃頂工作。因此扣上或移

除吊鉤乃屬高風險的作業，另一方面，

應進一步評估及分析人字吊臂躉船的

特有工作環境，從而識別有關風險元

素，並採取適當的策略措施。

目前，在香港中流作業中採用的

人字吊臂躉船並沒有防滾設計，容易

受風和海浪活動的影響。隨著港內船隻

數目增加以及海港內主要航道縮窄，

對海上船隻擺動的影響大增。躉船上

的人字吊臂起重機也有其局限性和缺

點，其本身難以為貨櫃處理提供安全

工作環境。因此，在沒有新的安全設

計或對傳統設計進行修改前，安全管

理人員有序地指派工作以及有關人士

的自我風險意識均不能鬆懈。

注意事項
在新設計或對現有設計的修改出

現前，並沒有其他選擇可代替中流或

貨櫃碼頭及在香港水域以內每個地方

海 事 處 Marine Department

對貨櫃裝卸的一些安全關注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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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oncerns about the safety of 
container handling

去年的意外分析顯示多項安全
問題，反映從高處墮下的事故越來
越令人擔憂，而被貨櫃撞到是導致
嚴重受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那些
事故不僅發生在公眾貨物裝卸區及
海上中流作業，在貨櫃碼頭處理貨
櫃時也相當普遍。雖然貨櫃碼頭內
的起重設備非常精密，它們的安全
也得到證明，但是在操作中不能保
證絕無事故，而且在船上把貨櫃繫
牢時從高處墮下的風險仍高。如果
攀上攀落時採用適當的安全通道，
加上穿戴合適的保護衣物及設備如
安全帶及安全吊帶，這風險應可減
低。然而，於公眾貨物裝卸區和中
流作業在貨櫃頂扣上及移除吊鉤的
工序存在更大風險，以致在下雨天
從高處墮下及被貨櫃壓著的意外事
故時有發生。

本文擬重溫中流作業中導致喪
失生命的意外的相關調查，並請業
界留意有關安全預防措施，從而避
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本文內所提
供的所有資料旨在提高從業員有關
使用起重機處理貨物或貨櫃的工作
中的危害的意識及減低嚴重受傷的
風險，包括（但不只限於）中流作業。

引言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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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吊臂起重機躉船上的安全工作方

法。從對去年發生的致命意外所進行

的最新分析可見，能識別的主要成因

可以分為三類，被下墮及╱或移動中

的物件撞到，被貨櫃壓著而受傷以及

因失足或滑倒而從高處墮下。

從事故發生的頻率分析可見，被

下墮及╱或移動中的物件撞傷的事故

最多；從致命意外的分析可見，人員下

墮致死比因下墮及╱或移動中的物件

擊斃為多。這表示從高處墮下的後果

更為嚴重。加強有關風險及危害的控

制措施非常必要。對所有從事貨櫃處

理的人來說，預防意外發生至關重要。

1. 防止從高處墮進貨艙是預防有關

意外的主要考慮事項。除非已經做

好預防在工作時下墮的安全措施，

否則，涉及人士不應在高處工作。

需要在貨櫃頂及接近任何無欄杆

邊緣或任何開口之處進行工作時，

應該採用設有妥善且狀況良好的

欄杆的安全進出通道。在適當情

況下，必須穿戴合適的保護衣物

及設備如安全帶及安全吊帶。

2. 防止被貨櫃壓著是預防意外的另

一最重要措施。在處理貨櫃時，

如果發現有任何潛在危害，涉及

人士應該與移動中的貨櫃保持安

全距離，並一直保持警覺。起重

機操作員應該確保吊索工在視線

範圍以內，如果視線受阻，須依

循信號員的手號。涉及人士的有

效協調及溝通對防止有關意外非

常重要。

3. 預防有關意外須特別注意被物件

撞到及起重設備故障。涉及人士

應該避免留在沒有安全逃生通道

的「死位」，並且對貨櫃及其起重

工具的任何突然移動保持警覺。

裝卸貨櫃均應制訂妥善工作計劃

及妥善安排堆疊次序。僱主及工

程負責人有責任進行風險評估，

並提供足夠的訓練及指導，以鞏固

涉及工程的所有人的安全意識。

此外，他們應該委派合資格檢驗

員及人員定期對起重裝置及起重

工具進行檢驗、保養及測試，並

更換任何狀況欠妥的部件。

4. 總而言之，在此提醒船隻的擁有

人、代理、船長或舵手、工程負責

人、僱主、安全主任、工程督導

員、起重機及其他起重裝置的操

作員、次承判商及受僱在香港水

域以內進行工程的人遵守以下安

全工作方法，特別應對從去年發

生的意外所總結出來的安全預防

措施多加注意。

(a) 所有參與貨物處理作業的人

員必須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

(b) 嚴格依循海事處所發出的工

作守則內所規定的所有安全

工作方法。

(c) 法例規定，所有起重機、起

重裝置及起重工具均須妥善

保養、顯明地標示安全操作

負荷及定期由合資格的人檢

驗。

(d) 制定起重工具清單和保養計

劃。檢討保養計劃應用於所

處工作環境的效用，並在有

需要時作出調整。

(e) 於開始進行貨櫃處理工作之

前，應先執行工作前的安全

檢查並向參與工作的船員講

解須注意的安全事項。

(f) 所有工作地方及其通道應沒

有障礙物及有足夠的照明，

以及採取足夠措施以防止任

何人被絆倒。

(g) 每一次值班不得超過 12小

時；以及每工作 6小時之後，

須有至少半小時休息時間。

(h) 處理載荷分布不平均的貨櫃

時，尤須格外留神。禁止進

行起重機吊重時一次過吊起

超過兩個空貨櫃。貨櫃切勿

超載貨物。

5. 所有根據香港法例第 313章《船舶

及港口管制條例》及第 548章《商

船（本地船隻）條例》發出的有關

工作守則均可以在以下海事處網

頁下載：

 http://www.mardep.gov.hk/hk/pub_

services/ocean/miss_cop313.html

 http://www.mardep.gov.hk/hk/pub_

services/ocean/miss_cop54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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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 review� of� various� safety� issues�

in� the� accidents� over� the� past� year�
ref lects� growing� worry� about� the�
falling� from� height� incident� and� being�
struck�by�a�container� is� the�other�most�
signif icant� concern� for� the� serious�
injury.�Those� incidents� not� only� happen�
in�public� cargo�working� areas� (PCWAs)�
and� mid-stream� operat ions� at� sea�
but� also� find� fairly� typical� of� handling�
container� at� terminals.� Although� lifting�
equipment� in� the� container� terminals�
are�highly� sophisticated�and� their� safety�
are� proved,�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accident�free� in�operation,�still�high�risk�
of� falling� from�heights�onboard� a� vessel�
when� doing� lashing� of� the� containers.�
This� risk� probably� can� be� reduced�
if� adequate� safe� means� of� access� for�
climbing� up� and� down� is� to� be� used,�
together� with� wearing� appropriate�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 such�
as� safety� belt� and� harnes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even� higher� risk� during�
hook-on� hook-off� process� on� top� of�
a� container� in� the� PCWAs� and� mid-
stream� operat ions ,� leading� to� the�
accidents� of� fall� from� height� and� crush�
by� container� are� much� worse� in� wet�
weather.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call� the�
investigations� regarding� the� accidents�
that�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life� during�
mid-stream� operation� and�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industry� to� the� safety�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similar� accidents.�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herein� i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hazards� in�work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serious� injury,� in� which� cargoes�
or� containers� are� handled� by� cran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id-
stream�oper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ccording�to�the�information�from�

the� accidents� of� 2013� in� the� marine�
industry,� there�was�over�75%�related�to�
the�cargo�handling�operation�prioritizing�
f r o m � t h e � P CWA s ,� m i d - s t r e a m�
operations,� container� yards,� river� trade�
and� container� terminal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of�location�of�the�accidents,�
both� the� PCWAs� and� mid-stream�

cargo� handling� at� sea� were� noticeab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locations.� This�
could� be� the� reason,� due� to� cargoes�
or� containers� were� mainly� raised� or�
lowered� alongside� a� floating� derrick�
lighter� with� manual� hook-on� hook-
off� process� on� the� top� of� a� container,�
which� would� be� easily� affected� by� the�
motion�of�wind� and�wave.� Inexperience�
workers ,� long� working� hours� and�
outdoor� jobs� were� also� some� of� the�
major� accidental� factors,� albeit� a� few�
cases� resulting� from� the� consequences�
o f � t h e � comb i n ed � f a i l u re � o f � t h e�
machinery�and�human�errors.

Compared�to�the�high�risk�process,�
Kwai� Chung� Terminals� were� fairly� low�
in� jeopardy� though� huge� volumes� of�
container�were�handled� and� fortunately�
had� no� fatal� accident� classified� last�
year.�These� revealed� that� the� container�
handling� in� the� Kwai� Chung� Terminals�
was�relatively� safe,� thanks� to� the�use�of�
quay� cranes� with� due� care� and� hardly�
need� manual� supports� for� working� on�
tops�of�the�containers.

Causes of Accidents
There� were� various� causes� for�

the� accidents� of� falling.� First� of� all,�
prominent� causes� for� the� fall� during�
hook-on� hook-off� process� were� the�
imperiled� position� of� slingers� and� the�
influence�on�wind�and�wave,�especially�in�
open�waters.�Secondly,�the�causes�might�
be� viol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persons� involved� in� cargo�
handling.� Poor� precautionary� measures,�
lack� of� ef fect ive� coordinat ion� and�
communication,� negligence� in� carrying�
out� safety� procedures,� carelessness� of�
the� people� and� deficiency� design� of�
machinery�were�the�dominant�factors�in�
the�root�of�such�accident.

Obviously,� struck� or� crushed� by�
object� or� container,� the� causes� were�
lack� of� consciousness� of� hazard� and�
improper� location� of� the� slingers,� as�
well� as� blocking� their� sight� of� each�
other�when�the�object�or�container�was�
being�moved�by�the�operator.�The�other�
factors� in� the� cause� of� such� accident�
were�similar�to�the�falling.

Further Insight
The� hook� on� hook� off� process�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operations� in� the�
container� handling� for� the� PCWAs� and�
mid-stream� operations,� where� simple�
spreader� is� difficult� to� be� applied� for�
loading� or� unloading,� especially� to� get�
rid� of� the� people� working� on� top� of� a�
container.�There� was� then� high� risk� in�
the� hook� on� hook� off� 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ecific� working�
condition� of� derrick� lighters� should�
further�be�assessed�and�analyzed�so�that�
the� risk� elements�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appropriate� strategy� measures�
would�be�taken.

At� present,� the� derrick� lighters�
engaged�in�the�mid-stream�operations�in�
Hong� Kong� have� no� anti-rolling� design�
and� are�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 wind�
and� wave� motion.�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ship� in� port� and� narrowing�
of� the� major� fairways� in� harbour,� their�
influential� to� the� motion� of� vessel� will�
be� enlarging� at� sea.�The� derrick� crane�
onboard� a� lighter� has� both� limitations�
and� drawbacks� too,� yet� inherently�
d i f f i cu l t � to� prov ide� sa fe� work ing�
condition� for� the� container� handling.�
Hence,�the�order�of�works�by�the�safety�
management�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risks� by� the� people� involved� are�
unable� to� relax� until� the� new� type� or�
modifications� to� the� tradition� design� of�
proven�safety�are�readily�available.

Notes to be Cautious
Before�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or�

modification� to� the� present� design,�
no� option� could� be� replaced� the� safe�
working�practices�on�board� the�derrick�
crane� lighter� at� the� mid-streams� or�
container� terminals� and� everywhere� in�
the�Hong�Kong�waters.� From� the� latest�
analysis� for� the� fatal�accidents�occurred�
in� last� year,� the� major� causes� were�
mainly� ident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sulting�from�struck�by�dropped�and/or�
moving�objects,� injured�due�to�crush�by�
containers� and� fell� from� height� due� to�
loss�of�footings�or�s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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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nalysis� of� frequency�
of� occurrence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injured� by� dropped� and/or� moving�
objects�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an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fatal� accidents,�
personnel� fall� to� death� were� higher�
than� the� loss� of� life� due� to� dropped�
and/or� moving� objects.� This� means�
that� the� falling� from� height� has� more�
severe� consequences.� Strengthening�
measure� or� control� of� these� risks� and�
hazards� should� be� necessary.� Accident�
prevent ion� is� a� matter� of� utmost�
importance�to�all�people�involved�in�the�
container�handling.

1.� Fal l ing� from� a� height� into� the�
hold� is� the� dominant� issue�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ch� accident.� Persons� involved�
should�keep�away� themselves� from�
working�at�heights�unless�adequate�
safety� precautions� were� arranged�
for� the� works� to� prevent� from�
falling.�When�the�works�have�to�be�
carried� out� on� top� of� a� container�
and� close� to� an� open� edge� or� any�
opening,� safe�means�of�access�with�
proper� fencing� in� sound� condition�
is�to�be�used.�Always�wear�suitable�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
such� as� safety� belt� or� harness,�
whenever�appropriate.

2.� Being� crushed� by� a� container� is�
the� other�most�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prevention� of� such� accident.�
Persons� involved� should� keep�
away� themselves� from� a� moving�
container� at� a� safe� distance� and�
remain� vigilant� at� all� times� during�
conta iner� hand l ing� when� any�
potential� hazard� is� observed.� The�
crane� operators� shou ld� keep�
their� slingers� within� eyesight,� if�
wherever� obstructed� they� have� to�
follow� the� hand� signals� from� their�
signalers.�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 i c a t ion � be tween�
the� persons� involved� are� of� vital�
importance�to�avoid�such�accident.

3.� Getting� struck� by� an� object� and�
failure� of� lifting� equipment� are�
requ ired� spec ia l � a t tent ion� to�
the� prevention� of� such� accident.�

Persons� involved� should� avoid�
staying� in� a� dead� spot� without�
sa fe� means� of� escape� and� be�
alert� for� any� sudden� movement�
of� the� containers� and� its� lifting�
gear.� Proper� work� planning� and�
stacking�order�should�be�employed�
for� both� loading� and� unloading�
containers.� The� employers� and�
persons� in� charge� of� works� have�
obligations� to�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provide� adequate� training�
and� guidance� to� consolidat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all�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works.�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ss ign� competent�
examiners� and� personnel� to� carry�
out� examination,� maintenance� and�
testing� of� the�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on� a� regular� basis�
and� replace� any� item�not� in� sound�
condition.

4.� All� in� all,� owners,� agents,� masters�
or� coxswains� of� vessels,� persons�
in� charge� of� works,� employers,�
safety� officers,� works� supervisors,�
operators� of� cranes� and� other�
lifting� appliances,� sub-contractors�
and� persons� employed� to� carry�
out� works� in� the� waters� of� Hong�
Kong�are�reminded�to�observe�the�
following� safe� working� practices�
and�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precautions� that� were�
recapitulated� from� the� accidents�
occurred�in�the�last�year.

(a)� All� persons� engaged� in� cargo�
handl ing� operat ions� must�
receive� the� mandatory� safety�
training.

(b)� All� safe� working� practices�
s t i pu l a t ed � i n � t he � Codes�
of� Practice� issued� by� this�
d e p a r tmen t � a re � s t r i c t l y�
followed.

(c)� All� cranes,�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are� properly�
maintained,� clearly� marked�
the� safe� working� load� and�
regularly� examined� by� the�
c ompe t e n t � p e r s o n s � a r e�
statutory�required.

(d)� E s t a b l i s h � a � l i f t i n g � g e a r�
inventory� and� maintenance�
p r o g r a m m e . � R e v i e w�
the � e f f e c t i venes s � o f � t he�
ma i n t en ance � p rog r amme�
to� cope� with� the� working�
e n v i r o nm e n t � a n d � m a ke�
adjustments�as�necessary.

(e)� Pre-work� checks� and� safety�
briefings�should�be�conducted�
to� crewmembers� engaged� in�
container�handling�work�prior�
to� their� commencement� of�
the�operation.

(f)� Al l � workplaces� and� the ir�
walkways�should�be�cleared�of�
obstacles� and� adequately� lit,�
as� well� as� providing� sufficient�
measures� to� prevent� persons�
from�being�tripped.

(g)� A� work� shift� should� never�
exceed� 12� hours� and� a� rest�
break� of� minimum� half� hour�
should� be� provided� a f ter�
every� 6� hours� of� working�
schedule.

(h)�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 e � g i ve n � when � h and l i n g�
containers� with� uneven� load�
distribution.�Lifting�more�than�
two� empty� containers� in� one�
single� crane� lift� is� prohibited.�
Never� overload� a� container�
with�cargoes.

5.� All� the� relevant�Codes� of� Practice�
issued� under� the� Shipping� and�
Por t� Control� Ordinance ,� Cap�
313� and�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Cap�
548�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the� following� Marine� Department�
websites:

� http://www.mardep.gov.hk/en/pub_
services/ocean/miss_cop313.html

� http://www.mardep.gov.hk/en/pub_
services/ocean/miss_cop548.html

(Original in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