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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不單高危行業要關注，

所有在職人士都應關心。建造業和飲

食業的工業意外容易造成嚴重傷亡，

固然引人關注，但在辦公室內的上班

族，在工作場所內亦同樣面對不少影

響健康的危害。重複的動作、錯誤的

姿勢、搬運重物、長時間站立、長時間

在電腦前工作等，都可能帶來辦公室

內常見的職安健問題。

上班族患上職業病，很多時是因

為忽略了這些工作危害的存在，也源

於不良的工作習慣。改變習慣，首先

要正確認識職安健，透過教育，提高

意識，然後，僱主僱員要合力做好預

防工作。

改變由認識開始。工作時錯誤的

姿勢容易造成拉傷或扭傷。重複做同

一個動作，加上不當的用力，會導致

肌肉筋骨勞損，特別是容易受傷的手

腕，膝頭等關節位置。很多勞損都沒法

完全根治，要進行長期的職業治療改

善情況。不單僱員工作能力受損，僱

主亦要承受生產力下降的影響。我們

建議，僱員一方面要避免高度重複的

勞資齊心締造
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動作，另一方面可諮詢職安健專家，

評估和設法減少動作對筋肌造成的壓

力，符合職安健的要求。

提高意識，留意細節，下一步要做

好預防工作。其實只要做一些簡單的

伸展運動，已經可以有效地預防筋肌

勞損。肩頸、前臂、手部的伸展動作，

可以讓身體放鬆，紓緩某一組長期過

度受壓的筋肌。某些工種，例如零售

業銷售，需要僱員長期站立，腰部和

腳部的伸展動作，讓血液流通，也可

有效減低出現靜脈曲張的情況。

職安健從來都不只是僱員一方的

責任。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

境。現時不少在寫字樓工作的上班族，

都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腦。僱員要懂得

在適當時間讓眼睛休息，避免長時間

對著發光的螢幕；也要做手部伸展，

避免按滑鼠等重複動作造成勞損。僱

主就有責任做好風險評估，提供高度

合適的電腦枱和坐椅，放滑鼠的位置

亦要符合職安健要求。另外，在辦公

室內搬運重物容易造成受傷，僱主也

有責任提供如手推車等輔助器具。當

然僱員自己亦要留意正確的姿勢。意

外發生，僱員受傷，僱主蒙受人力資

源和生意上的損失，雙方都要承擔後

果，所以應合力做好預防工作。

職安局和商界及勞工處，九月開

始聯手發起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商界

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透過一系列活

動，把職安健訊息帶給全港三百八十

萬不同工種的勞動人口，包括寫字樓

的上班族。十一月中更號召五百人齊

做伸展操，將活動推至高潮。我們亦會

製作幾輯伸展操短片上載至互聯網，

透過輕鬆學習，宣揚職安健訊息。

我們推動職安健，所關心的也包

括僱員的心理健康。應付工作壓力是

城市人面對的重要課題。適當的休息、

和諧的工作環境，是減輕工作壓力的

最佳方法。我們確信，擁有一個身心健

康的工作團隊，是每個企業最重要的

資產。勞資齊心打造安全工作環境，

是互相關懷和體諒的展現。推動職安

健，不但能減低意外發生，也有助締

造理想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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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for the new term

主席
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

副主席
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

成員
鄭少佳先生
周聯僑先生，MH
馮艾斯女士
潘兆平先生，BBS，MH
王少嫺女士
陳永安先生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譚國榮先生
葉其菁女士
陳遠秀女士
梁偉雄工程師
吳賢發教授
董秀英醫生
楊傳亮先生，BBS，太平紳士
林達明先生
 發展局負責工務的總助理秘書長

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
 勞工處處長

郭富超博士
 助理政府化驗師（法證事務部）

Chairman
Ir. Conrad WONG Tin-cheung, BBS , JP

Vice-chairman
Dr. Alan CHAN Hoi-shou, JP

Members
Mr. Allen CHENG Siu-kai
Mr. CHOW Luen-kiu, MH
Ms. Elsie FUNG
Mr. POON Siu-ping, BBS , MH
Ms. WONG Siu-han
Mr. CHAN Wing-on
Ir. Dr. Derrick PANG Yat-bond
Mr. Ivan TAM Kwok-wing
Ms. Christine YIP Kee-ching
Ms. Kelly CHAN Yuen-sau
Ir. Alex LEUNG Wai-hung
Professor Gabriel NG Yin-fat
Dr. Nancy TUNG Sau-ying
Mr. Charles YANG Chuen-liang, BBS , JP
Mr. Terence LAM Tat-ming
 Chief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responsible for works matters
Mr. Donald TONG Chi-keu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Dr. KWOK Fu-chiu
 Assistant Government Chemist, Forensic Science Divis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4年 8月 15日刊登憲報
委任新一屆的職安局成員。職安局成員來自僱主、僱
員、專業人士、學術團體及政府代表。

新一屆成員的組成及其專業範疇，充分顯示政府
對社會發展趨勢的前瞻，反映社會對職安健服務的期
望。在新一屆成員的領導下，職安局將更積極面對新
挑戰，向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提高本港的職業安全
健康水平。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by publication in Gazette on 15 August 2014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Members of the OSHC comprise employers, employees,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The new composi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demonstrate the Government’s visions, and reflect the community needs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Under their leadership, the Council is 
committed to take on new challenges and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 to 
the public for promoting a highe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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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職業安全法例
從事貨櫃處理的工業經營東主及

工人須認知下列有關法例要求，以履

行他們所需的責任，務求達致施工安

全。

法例包括：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及 6B

條－關於東主及工人的一般責任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BA

條－關於法定的安全訓練

• 《工廠及工業經營（貨物搬運及貨

櫃處理作業）規例》

•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

重裝置）規例》

•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

例》

•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及安

全督導員）規例》

• 《工廠及工業經營（負荷物移動機

械）規例》等

東主及管理人員的責任
從事貨櫃處理作業的工業經營的

東主須負上一般責任，在合理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量確保在工業經營中所

有人的健康及工作安全。

而管理人員，包括經理、工程師、

安全人員、管工及承辦商等，應各司其

職，協助東主落實其安全責任。他們亦

應照顧其屬下員工的工作安全和健康。

管理人員有以下基本責任：

• 向工人傳遞安全工作系統的訊息，

監督工人有效地執行該系統；

• 確保用於貨櫃處理作業所提供的
工業裝置及設備得到適當的使用；

• 進行任何貨櫃處理作業之前，為
工人提供適當的指導及資料；

• 確保轄下所有工人已參加有關安
全訓練課程及持有有關證書；

• 確保工人有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及正確地使用；及

• 讓工人熟習緊急應變計劃，以減
少發生事故時所造成的損害。

工人的責任
工人應履行以下的一般責任，照

顧自己及其他人的安全及健康，並與
東主及管理人員合作：
• 參加東主安排的訓練課程及簡介

會，了解貨櫃處理作業所涉及的
危害因素和有關的安全措施；

• 持有有關安全訓練課程的有效證
書；

• 遵守所有安全工作系統指明的程
序、指示及緊急應變安排；

• 適當使用所有工業裝置及設備；
• 適當使用提供的設備、安全裝置

及個人防護裝備，切勿干擾或錯
誤使用任何這些裝置及設備；以
及

• 作業裝置、安全設施或防護裝備
有任何損壞、出現故障或懷疑有
欠妥之處，便須向主管報告。

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繁忙
的貨櫃處理作業港口，每年平
均處理的標準貨櫃超過 2,000萬
個。要確保優質的服務，日常的
貨櫃處理作業安全絕對是其中重
要的一環。

本文分析貨櫃處理作業潛在
的危害，以加強從事貨櫃處理的
工業經營東主和處理貨櫃的工人
等對業內在陸地上之施工安全措
施的關注。

引言

貨櫃處理作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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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處理作業的危害及
安全措施

我們按作業內的人、機械、物料、
方法和環境五個範疇，帶出相應的問
題及危害和改善措施。

人
在貨櫃處理作業中工作人員的安

全意識、安全行為以至整個團隊的安
全文化對施工安全至為關鍵。

問題及危害
• 安全意識不足；
• 對其安全責任及後果缺乏認知；
• 對作業所需的技能及經驗不足；
• 不遵守安全規則或程序；
• 欠缺溝通；
• 監管不足等。

改善措施
• 加強管理層參與安全事務及活動；
• 加強相關安全培訓（包括：提高員

工認知其安全責任）及安全推廣
（包括：安全標示及訊息）；

• 加強工作人員的溝通；
• 加強安全巡查；
• 加強安全督導等。

機械
在貨櫃處理作業中常用的機械設

備包括叉式起重車、鷹式起重車、龍
門架起重機、塔式起重機、流動式起
重機和類似的貨櫃處理設備等。為確
保機械設備安全使用，應作經常的檢
查、定期測試、檢驗及妥善維修，以維
持它們的工作狀態良好。

問題及危害
• 沒有合適的檢測及良好維修保養；
• 沒有裝置所需的安全設備；
• 沒有清晰標明設備的安全操作負

荷；
• 沒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未獲委派

的人員操作機械設備；
• 不適當操作機械設備，例如：

－ 處理超逾安全載重量的負荷
物；

－ 超逾安全操作速度等。

改善措施
• 為確保貨櫃場內常用的機械設備

獲安全使用，負責人應按照相關
法例規定，由合資格檢驗員測試
及徹底檢驗需使用的機械設備，
並定期進行的維修保養及填寫紀
錄，以備查閱；

• 確保機械設備裝有所需的安全設
備，例如：
－ 貨櫃場的車輛，包括機械設

備在內，應安裝適當的黃色
閃燈警號，車輛在貨櫃場內
使用時應亮著閃燈；

－ 除最高安全操作負荷少於 1

公噸，或配以抓斗或以任何
電磁方式操作的起重機外，
所有起重機須裝上運作正常
的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

－ 龍門架起重機應該設有一套
安全設備，當起重機行駛時
發出可聽見及可看見的警告
訊號。

• 必須清晰標明設備的安全操作資
訊，例如：
－ 安全操作負荷；
－ 在顯眼位置張貼安全速度標

誌，以確保操作員知悉速度
限制等。

• 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只有接受
了適當訓練及持有效證明書的人
才可操作相關機械設備；

• 鼓勵操作員在發現任何機械設備
操作嚴重不正常或警告設備損壞
時，即時停止操作該設備，並向
主管報告；

• 加強對機械設備操作及維修保養
的安全巡查和監督等。

物料
在貨櫃處理作業中所涉及物料可

包括用作吊運貨櫃的起重裝置、固定貨
櫃的設施及裝載在貨櫃內的物料等，
這些都能影響作業的安全。

問題及危害
• 貨櫃結構（包括：箱壁、底板及頂

部）保養欠佳；
• 起重裝置如纜索及吊鈎的構造及

保養欠佳；
• 固定貨櫃的設施（例如：「菠蘿

頭」）的構造及保養欠佳；
• 裝載貨櫃時，貨物堆放不穩固及

不緊密，造成貨物重量不能平均
分佈在貨櫃底板上；

• 於貨櫃裝卸具危險性的貨品，但
沒有採取足夠的安全措施，例如：
－ 將不相容的化學品存放在同

一貨櫃內；
－ 化學品與其他貨物佔用同一

貨櫃時，化學品沒有存放在
近櫃門的地方；

－ 用密封貨櫃運送載有燃油的
車輛（包括：汽車或電單車）
前，沒有清除油缸內的殘餘
燃油等。

改善措施
• 貨櫃及固定貨櫃的設施要定期作

出所需的維修保養，以確保結構
良好及適合使用，並填寫紀錄以
備查閱；

• 起重裝置如纜索及吊鈎應構造良
好，並已由合資格檢驗員按所訂
明的方式進行測試及徹底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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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得用於超逾其安全操作負荷
的負荷物；

• 制訂貨物裝載貨櫃計劃，應顧及
貨櫃的設計是盛載貨物，重量會
平均分佈在貨櫃底板上；

• 於貨櫃裝卸危險化學品時，必須
遵從所需的安全規則，並配合相
關的安全巡查和監督等。

方法
在貨櫃處理作業中所涉及的工序

主要有以下幾類：
• 貨櫃及吊運機械的維修及保養 ;

• 貨櫃的吊運；
• 貨櫃的陸上運輸；
• 貨櫃的堆放；
• 貨櫃內的貨物裝卸等。

如執行上述工序的施工方法有所
不當，可導致嚴重意外。

問題及危害
• 貨櫃及吊運機械的維修及保養

－ 沒有所需的安全工作系統，
例如：工作許可證制度，以
確保機械的維修及保養工作
安全執行；

－ 安全巡查和監督不足。
• 貨櫃的吊運

－ 沒有採用適當的起重機械設
備來吊運貨櫃；

－ 吊運的貨櫃重量超逾機械設
備的安全操作負荷；

－ 處理各種已載貨或沒有載
貨，以及不同大小及種類的
貨櫃時所採用的方法不適當；

－ 當視線受阻仍勉強進行貨櫃
吊運；

－ 沒有提供安全上落貨櫃的設
施，容易釀成工人高空下墮
意外；

－ 沒有鬆開貨櫃繫穩於拖架上
的鎖，便進行起吊；

－ 沒有在貨櫃頂的四個夾角接
頭，以垂直的力來吊起貨櫃；

－ 吊鈎沒有依循由內向外鈎至
貨櫃的夾角接頭；

－ 冷凍貨櫃未有拔除所有供電
設施，便進行起吊；

－ 將吊鈎的尖端切去以方便掛
鈎或除鈎的工序，影響整體
吊運的安全性等。

• 貨櫃的陸上運輸
－ 沒有確定貨櫃已繫穩在拖架

上，拖頭車輛便駕駛移動；
－ 沒有良好及安全的駕駛態度；
－ 放在運輸車輛上的貨櫃沒有

由夾角接頭支承等。
• 貨櫃的堆放

－ 在堆疊貨櫃時，沒有確保頂
部與底部的夾角接頭緊密接
合；

－ 不正確地放下貨櫃，增加造
成損壞的可能性；

－ 在地面上拖曳或推動貨櫃；
－ 支承貨櫃的地面不平坦及排

水欠佳，並有障礙及凸出物；
－ 沒有設定貨櫃堆疊的高度限

制等。
• 貨櫃內的貨物裝卸

－ 貨櫃內的裝卸環境中的空氣
不夠流通；

－ 貨櫃內的裝卸環境沒有提供
足夠的照明；

－ 貨櫃內使用叉式剷車裝卸貨
物時，沒有先將貨櫃車拖頭
的停車掣剎緊；

－ 貨櫃內使用叉式剷車裝卸貨
物時，負責堆疊的人仍逗留
在貨櫃內；

－ 開啟盛載貨物的貨櫃時，沒
有採取措施以防止櫃內貨物
跌下等。

改善措施
就上述貨櫃及吊運機械的維修及

保養、貨櫃的吊運、貨櫃的陸上運輸、
貨櫃的堆放和貨櫃內的貨物裝卸等工
序之施工方法的問題和危害中，不難
發現與下列幾項因素不足有關：
• 溝通
• 認知
• 經驗
• 態度
• 監管

所以要有一套良好及安全的施工
方法，必須加強參與者對上述幾項因
素的提升。安全施工方法應由對該工
作有足夠經驗和認識的人士負責籌劃
及制定，然後以書面或口述列出所定
的步驟或程序，再跟參與工友清晰溝
通，各自肩負責任，認真地監管，以確
保施工方法獲貫徹執行，務求達致安
全施工這重要目標。

工作許可證制度
在特殊情況或工作安排下，如進

行維修及保養工作，可採用工作許可
證制度，增加內部溝通，避免不必要
的人士進入工作危險區域、所涉及機
械在維修期間意外被啓動，及其他員
工誤用未完成維修及保養的機械設備。

環境
貨櫃處理作業的工作環境對施工

安全有絕大的影響，所以工作前要對
施工環境有認真規劃及安排，以策萬
全。

問題及危害
• 沒有提供合適而安全的進出途徑

－ 沒有在使用機械設備作貨櫃
處理作業的地方架設圍欄；

－ 沒有在各種貨櫃處理作業的
地方，如存放貨櫃的地方、
工作地點、車輛通道及行人
通道等，以分隔線或交通標
誌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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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管制未獲授權的車輛或行人

不准進入貨櫃場；

• 沒有小心安排貨櫃處理操作的機

械設備及車輛的流動模式；

• 沒有在顯眼位置張貼安全速度標

誌；

• 沒有管制駐場的車輛（包括機械設

備在內）安裝適當的黃色閃燈警

號，車輛在貨櫃場內使用時都應

亮著閃燈；

• 沒有提供堅固、平坦及排水良好

的地面來支承貨櫃堆放；

• 沒有制定或執行強風下的特別預

防措施；

• 沒有制定或執行架空電線及電纜

下的特別預防措施。

改善措施

• 架設圍欄是為了確保所有進入該

地方的人都會經適當入口進入，

藉以管制人群，同時管制只有獲

授權的車輛才准許進入貨櫃場；

• 應小心安排貨櫃處理操作的機械

設備及車輛的流動模式，以減少

任何路線衝突及可能發生的危險；

• 應在顯眼位置張貼安全速度標誌，

以確保操作員知悉速度限制；

• 提供堅固、平坦及排水良好的地

面來支承貨櫃堆放；

• 制定或執行強風下的特別預防措

施，以減少風力對貨櫃處理作業

安全工作的影響；

• 制定或執行架空電線及電纜下的

特別預防措施，以減少架空電線

及電纜對貨櫃處理作業安全工作

的影響；

• 加強安全巡查及安全監察的工作。

安全工作系統
安全工作系統能有條理地分析每

一件工作，找出它的危害，制定施工

程序，以將危害消除或把危害程度減

至最低。安全工作系統包含以下五個

步驟：

• 找出危害

可參考上文「人、機、物、法、環

境」的部分。

• 評估風險

把危害所能引致傷害的嚴重性和

可能性一併考慮，以評估風險程

度，並制定適當方法應對。

• 訂出方法

安全施工方法應由對該工作有足

夠經驗和認識的人士負責籌劃及

制定，然後以書面列出步驟或程

序，再跟參與工友清晰溝通，各

自肩負責任，認真地監管，以確

保施工方法獲貫徹執行。

• 實施系統

宣傳推廣安全工作系統，令每名

有關的工友皆了解並確實執行。

提供所需訓練予工人及主管，讓

他們了解潛在的危害和所採取的

控制措施，同時確保他們具備所

需的技術。

• 監察系統

主管應定期檢討系統的可行性、

是否全面執行和是否有效；並計

及其他的轉變因素，以優化安全

工作系統。

結語
近期本港發生多宗與物流貨運業

有關的嚴重工傷事故，其中有不少是
貨櫃處理作業的個案。我們絕不想犧
牲寶貴的人力資源來換取經濟發展，
所以希望大家多留意身邊工友，各司
其職，做好安全本分，締造共享的良
好職安健環境。

職安局及勞工處製作了有關貨櫃
處理作業安全的刊物，分別是《貨櫃裝
卸及運輸安全指南》及《貨櫃場內機械
處理安全工作守則》，大家可透過網頁
瀏覽有關內容，加深了解。 

參考資料：

《貨櫃裝卸及運輸安全指南》

h t t p : / / w w w. o s h c . o r g . h k / o t h e r s /

bookshelf/CB018C.pdf

《貨櫃場內機械處理安全工作守則》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

os/B/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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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建築及裝修維修工程普遍使

用竹棚架工作台進行高處工作，僱主

及員工均有重要責任，保障棚工及其

他使用竹棚工友的安全。現時部分地

盤，由於工友安全地使用竹棚架進行

高處工作的責任不清晰，以致一些分

判商自備橋板工作，並在其工序完成

後移走橋板，令其他分判商在竹棚架

進行隨後的工作時沒有合適工作平台

使用，危及有關工友的高處工作安全。

針對上述困難，今年有兩份重要的相

關文件發出。第一份是建造業議會的

《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引》，該指引

建議一些預防措施。第二份是勞工處

在參照前述指引後，修訂的《竹棚架工

作安全守則》。本文從安全工作系統及

安全管理角度，簡介這些預防措施，

解釋怎樣保障工友在竹棚架的高處工

作安全。

擁有完備的安全管理制
度

工地的安全風險管理有賴合理可

行的工程控制方法及安全工作系統以

控制風險。完備的安全管理制度有助建

立這些安全工作系統。利用竹棚架工作

台作高處工作的安全工作系統，就與

以下描述的四個安全管理制度元素最

為相關，分別是「工作的危險分析」、

「對次承建商的評核、挑選及管控」、

「控制意外及消除危險」、以及「視察計

劃」。這些元素必須有適當及足夠的相

應安排，以確保工友的高處工作安全。

1. 「工作的危險分析」的相
應安排
在初步策劃階段，總承建商應在

施工前進行風險評估，找出需要進行

高處工作的地點及相關危害，評核及

分析風險水平，並相應地制定安全施

工方法及風險控制措施，包括盡量減

少高處工作的需要。

假如需在外牆進行高處工作，應

考慮工地情況的各方面，涉及因素包

括：工作性質、使用的器具及物料、工

作高度、位置和工作環境，實施有效的

高處工作安全措施。可能涉及的特別

情況就有架空電線的存在、懸空告示

牌的出現、由於鄰近有其他建築物而

引起的漏斗形風力效應等。在考慮棚

架上的風力負載時，應參考屋宇署《香

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

2. 「對次承建商的評核、挑

選及管控」的相應安排
總承建商應有適當及足夠的相應

安排以評核和挑選分判商；該分判商

獲甄選後，便應議定施工方案，進行

針對性的風險評估，確保工地內採用

適當及足夠的安全施工方法及措施。
竹棚架工作台須有適當及足夠的進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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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建商在棚架合約文件的規格，

應加入清晰界定有關提供、鋪設及使

用橋板及底護板（俗稱踢腳板）作為竹

棚架工作平台時的角色及責任。分判

商在擬訂標價時，應將所需安全措施

的費用納入成本，以確保相關安全措

施得以落實。

在評核分判商時，總承建商應以

分判商符合安全施工標準的能力為依

據，包括持有良好安全紀錄及具備所

需技能，並確保有關分判商有能力採

取足夠的安全措施。

在挑選過程中，應要求有關分判

商提交外牆工作的計劃大綱，提供有

關工程的初步資料。視乎工程的複雜

程度及要求，工作計劃大綱（或初步施

工方案）應簡述進行工作的方法、所需

設施、監督及緊急程序等事項。

分判商獲選用後，總承建商與分

判商應透過協議或在擬訂工程合約時，

將有關安排（包括各方的責任）以合約

條款清楚列明，以確保相關安全措施得

以落實。竹棚架分判商應以早前所訂定

的工作計劃大綱為基礎，制定詳盡的工

作計劃，詳述安全及有效地進行工程的

施工方案，並與總承建商作出協調。總

承建商應將有關詳盡工作計劃併入主

要工程項目的安全計劃書內。

3. 「控 制 意 外 及 消 除 危 險」

的相應安排
經業界達成的共識，總承建商應

負責提供合適的橋板及底護板，分判商

則負責監督工友安全使用有關設備，

以清晰界定責任。具體的分工如下：

3.1 總承建商的角色及責任

－ 提供合適的橋板及底護板，並確

保橋板構造良好，有足夠的強度

及厚度。橋板規格須按《建築地盤

（安全）規例》規定

－ 提供足夠數量的橋板及底護板，

以便在樓宇的外牆竹棚架鋪設不

少於連續三層工作平台（圖 1），以

確保所有工種的工友在外牆竹棚

架進行工作時有合適的工作平台

持續地使用
今年建造業安全推廣活動「最佳高空工作安全改善
計劃」銀獎得主瑞安建築有限公司，便以實施連續
多層工作平台以優化竹棚架工作台而獲獎。

在全幢樓宇的外牆竹棚架鋪設連續多層工作平台。

圖 1：提供至少連續三層工作平台

－ 設有指定地點儲存橋板及底護板，

通知各分判商儲存地點的位置，

並委任指定人士與分判商指定人

員溝通及作出適當協調，以確保

各分判商有效取用所需物料

－ 監督鋪設橋板時的施工安全及妥

善鋪設

－ 確保由合資格人士檢查工作平台

及竹棚架的強度及穩固性

－ 管理及監督工作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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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棚層額外鋪一層盡量緊密的竹排，才在上面鋪
設橋板及底護板成為工作平台。

3.2 分判商的角色及責任

－ 按總承建商的指示及要求，妥善

鋪設橋板及維持其安全狀況

－ 安排工友提取物料及鋪設橋板和

底護板

－ 建立及嚴格執行監管制度，以確

保橋板及底護板妥善鋪設

－ 委任指定人員與總承建商的指定

人士溝通及協調，以確保工作平

台經總承建商檢查及同意後，才

可使用

－ 確保工友妥善使用工作平台

－ 為相關工友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

指導、訓練及監督

－ 工作期間，如發現橋板或底護板

有任何破損，分判商有責任即時

通知總承建商，並在總承建商的

監督下，更換破損物料

表 1：工作平台負載能力

最小的可負載重量

工作類別 工作平台用途 工作平台的分佈負載
施加於邊長 300 毫米正方
形平面上及懸臂式組件的
末端的集中負載

檢查及極簡單
工作 檢查、髹漆、清潔石面、簡單清潔及進路 每平方米

0.75千牛頓 2千牛頓

簡單工作 批盪、髹漆、清潔石面、鑲玻璃及補灰 每平方米
1.5千牛頓 2千牛頓

一般用途 一般建築工程、包括結磚、窗口及豎框安裝、外牆
抹灰、批盪

每平方米
2千牛頓 2千牛頓

重型工作 砌塊工程、結磚、大型覆蓋 每平方米
2.5千牛頓 2千牛頓

砌石或特別工作 砌石工程、三合土砌塊工程及特大型覆蓋 每平方米
3千牛頓 2千牛頓

（參考來源：勞工處《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竹棚架的結構安全和穩固性

為確保有關竹棚架的強度、負載能力（表 1）及穩固性，應遵從勞工處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內之有關規定，包括 (i) 竹

棚架高度如超逾 15米，便須由專業工程師設計和批准；(ii)對於高度少於 15米的竹棚架而言，於同一時間在相同架間要使用

多於兩層工作平台作簡單工作用途，或多於一層工作平台作重型工作用途，便應委託專業工程師核實該竹棚架的穩固性。

此外，屋宇署在 2006年發出的《竹棚架設計及搭建指引》亦有建議，確保竹棚架的結構安全和穩固性。除主要構架外（圖

2、圖 3、表 2），該指引亦提供連牆器、綁扎用的尼龍篾、鑽入式錨栓、鐵托架等的技術標準。如不採用該指引的建議或使用

的竹棚不在該指引的乙部第二節之列，竹棚須由設計工程師以效能表現為本的方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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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圖 2和圖 3的雙行竹棚架的設計明細表

整體高度（米） <=100 <=100 100 ~ 500

基本風壓（千帕斯卡） 2.86 2.86 3.72

系統高度，H（米） 15 19 15 and 19

平台高度，h（米） 2.1 2.1 2.1

立杆距離，L（米） 3 3 3

連牆器排列 3h 3h 2h

每個連牆器的覆蓋面積 18.9 18.9 12.6

（參考來源：屋宇署《竹棚架設計及搭建指引》）

4. 「視察計劃」的相應安排
總承建商應發展一套監察制度，

並應有效實施及維持，以確保進行竹

棚架工程的分判商或其他使用竹棚架

的分判商，知悉其安全責任及切實履

行有關責任，確保相關法例及協議或

合約的規定得以遵從。

為了對次承建商作出管控，總承

建商應定期查核有關分判商的工作及

安全表現，並應要求有關分判商定期

出席安全會議。如發現施工情況不安

全，應即時停止有關工作，並確保相

關改善措施有效落實後才可復工。

總結
過去三年建造業便發生了 37宗人

體從高處墮下的致命工業意外，佔所

有業內致命工業意外的 53%。另外，平

均而言，涉及竹棚架的高處墮下意外

則佔總數的 18%。因此在竹棚架工作台

從事高處工作時，大家應時刻保持警

覺。建造業議會的《竹棚架工作平台安

排指引》及勞工處修訂的《竹棚架工作

安全守則》，釐清總承建商有提供合適

的橋板及底護板的責任，分判商則有

監督工友安全使用有關設備的責任。

鋪設不少於連續三層竹棚架工作平台

的做法，有助提高施工安全水平。希望

業界能改善安全管理制度，優化安全

工作系統，貫徹執行這些安全措施，

以保障工友的高處工作安全。

參考資料：

香港勞工處，2014，《竹棚架工作安全

守則》，第三版。

香港建造業議會，2014，《竹棚架工作

平台安排指引》。

香港屋宇署，2006，《竹棚架設計及搭

建指引》。

（參考來源：屋宇署《竹棚架設計及搭建指引》）

圖 2：高 15米的雙行竹棚架的構形（只供參考）

一個負載平台(請參考表 1) 
L = 3 米 ; h = 2.1米 
高 = 14.8米 or 6@2.1 + 2.2    
內棚篙竹 + 毛竹 
每個連牆器的覆蓋面積 = 3 × 2.1 × 3 = 18.9 平方米  
沒有顯示小橫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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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負載平台（請參考表 2）
L=3米；h=2.1米
高=14.8米  or  6@2.1+2.2

（參考來源：屋宇署《竹棚架設計及搭建指引》）

圖 3：高 19米的雙行竹棚架的構形（只供參考）

一個負載平台(請參考表 1) 
L = 3 米 ; h = 2.1米 
高 = 19.0米 or 8 @ 2.1 + 2.2 
內棚篙竹 + 毛竹 
每個連牆器的覆蓋面積 = 3 × 2.1 × 3 = 18.9 平方米 
沒有顯示小橫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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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負載平台（請參考表 2）
L=3米；h=2.1米
高=19.0米  or  8@2.1+2.2

內棚篙竹＋毛竹
每個連牆器的覆蓋面積＝ 3X2.1X3＝ 18.9平方米
沒有顯示小橫杆

內棚篙竹＋毛竹
每個連牆器的覆蓋面積＝ 3X2.1X3＝ 18.9平方米
沒有顯示小橫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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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天然雪芳公司邀請了

職業安全健康局，為糕點製作員設計

了一套工作健身操訓練課程，透過工

作坊形式，介紹針對手部、上肢及下

肢的伸展鍛練，藉此預防筋肌勞損及

減少受傷。

當中約有一半於廚房工場負責糕點製

作。為配合擴充生產規模，糕點製作

工序以流水作業的生產模式，並由專

責員工監控質量，令生產效率得以提

升，但卻令員工進行重複性動作的時

間增加，容易造成筋腱勞損。

其實，紙杯小蛋糕的製作步驟頗

花心思及手作技巧，員工要專注製作

之餘，亦需趕上生產要求。長時間進

行細密精巧的手部操作，員工容易感

到雙手疲倦。近期，公司的糕點製作團

隊當中更有員工出現一些肌肉筋腱的

痛症問題，經初步診治後，現正接受物

理治療。雖然香港現時失業率僅 3%左

右，但是糕點行業的招聘仍然十分困

難。員工手痛休息，其他同事便加倍

辛勞，以致經常超時工作，累上加累。

有見及此，許先生便聯絡職安

局，查詢有關工作健身操的課程，期

望有關訓練課程能幫助員工提升職

安健意識，從而達致預防肌肉受傷或 

勞損。

許先生接受訪問時表示：「我一直著重考慮改良工
序，但思考方向集中如何提升效率。今日參加過工
作健身操工作坊後，才省察還要考慮員工的職安
健。日後要兩面兼顧，重新思考如何安排製作工序
之餘，亦要從關顧員工的工作安全出發。」

天然雪芳公司邀請了職業安全健康局，為糕點製作
員設計了一套工作健身操訓練課程。

平衡工作效率與員工的

安全健康
天然雪芳負責人許國錳先生表示，

該公司成立至今大約三年左右，主力

製作紙杯小蛋糕 (cupcake)，現時於港

九多區設有分店，共有約 20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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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與鍛鍊
職安局一直致力推動職安健培訓

予各行業的在職人士。根據糕點製作

工序的特點，職安局與香港體適能總

會合作，特別編制「糕點製作員－工作

健身操工作坊」予天然雪芳的糕點製作

員參加。工作坊內容包括理論課及健

身操實習。課堂中指出，一般飲食業

員，包括糕點製作員，會有自己的工

作佈局，以發揮最大工作效率，甚至

一匙一勺都有既定位置，可以隨手拈

來。然而，正因如此，糕點製作員需經

常於短時間內重複固定動作，引致關

節軟骨、韌帶、關節囊、肌肉、肌鍵等

累積疲勞，形成勞損，引致發炎、疼痛

或損傷。當中糕點行業員工最常見的

肌肉勞損，包括有網球肘、手指腱鞘

炎、上身交叉綜合症（頸梗膊痛）、腰

背痛、靜脈曲張等。上身交叉綜合症

更會影響到儀容，當事人不自覺擺出

縮胸、彎背的姿勢，因而減少肺活量，

影響個人的精神表現。

針對上述問題，為糕點製作員設

計的健身操包括伸展運動和肌肉鍛練

兩部分。伸展運動有舒緩作用，可減

少肌肉僵硬，降低日常工作受傷的機

會；肌肉鍛練部分則運用橡筋帶輔助

以進行強化肌肉的鍛練，兩者配合能

更有效減低出現上述職業病的機會。

工作坊中，學員練習專為糕點製作員設計的健身操，當中包括伸展運動及肌肉鍛練兩部分。

然而，由於香港人工作忙碌，受限於客

觀環境，大多數在職員工較傾向進行

伸展運動。伸展運動並無特別限制，

員工可選擇於開工前、休息時或感到

疲勞酸軟時進行，以舒緩肌腱的緊張

狀態。

總結
為在職人士提供培訓，以強化他

們的職安健知識和技術，是職安局的

工作重點。是次特別為天然雪芳度身

設計的「糕點製作員－工作健身操工作

坊」，以迎合行業的獨特需要。工作坊

後，許先生接受訪問時表示：「我一直

著重考慮改良工序，但思考方向集中

於如何提升效率。今日參加過工作健

身操工作坊後，才省察還要考慮員工

的職安健。日後要兩面兼顧，重新思

考如何安排製作工序之餘，亦要從關

顧員工的工作安全出發。」 

紙杯小蛋糕的製作步驟頗花心思及手作技巧，員工
要專注製作之餘，亦需趕上生產要求。長時間進行
細密精巧的手部操作，員工容易感到雙手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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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有 380多萬勞動人口，從事各

行各業，當中不少工種涉及重複動作、

長時間站立或使用電腦，容易造成肌

肉筋骨疲勞甚至勞損。這不單令員工

健康受損，同時亦會影響機構的生產

力，損害本港寶貴的人力資源。根據

資料顯示，近年有約兩成的工傷意外

個案是在提舉或搬運時受傷，另手部

因長期的重複性動作、過度用力或採

用不良的工作姿勢而引致的「手部及前

臂腱鞘炎」亦是本港常見的職業病。

建立健康工作間，擁有一支身心

健康的工作團隊，不單員工受益，機構

亦能提升生產力，促進和諧的勞資關

係，體現企業社會責任。職安局、香港

中華出入口商會及勞工處將於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1月舉辦「商界關愛職業

健康大行動」。透過一系列活動，讓全

港僱主僱員一同參與，將職業健康這

正面訊息廣傳給每位在職人士及公眾。

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大行
動－齊做伸展操
「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會以

「預防肌肉筋骨勞損」為主題，透過一系

列推廣及宣傳活動，包括製作「齊做伸

展操」短片及由著名漫畫家「草日」製作

的「齊做伸展操漫畫」、商界關愛職業

健康心意咭設計比賽，以及舉辦「商界

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齊做伸展操」，

加強市民對肌肉筋骨勞損及職業健康

的認識，攜手提升香港的職業健康水

平。

「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齊做

伸展操」將於 2014年 11月 20日舉行，

邀請全港各界不同行業機構團體代表

在市區齊做伸展操，預計吸引 500名不

同行業的代表參與。

齊做伸展操短片
勤做伸展運動是強化肌肉，預防

肌肉筋骨勞損或不適的有效方法。大

會特別製作了一輯共四個單元的「齊做

伸展操短片」，以不同職業為主題，介

紹及示範多個簡單易學的伸展運動，

包括頭部肩頸、前臂及手部、腰部背部

及下肢（大腿小腿）的簡單伸展操。每

段短片長約兩分鐘，將上載至YouTube

及活動網頁，讓市民隨時隨地輕鬆進

行伸展運動，預防肌肉筋骨勞損。

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心意
咭設計比賽

藉舉辦「商界關愛職業健康心意咭

設計比賽」，鼓勵僱主僱員及學生透過

設計別具心思及創意的心意咭，與家

人、同事和朋友一同分享職業健康，

齊做伸展操的訊息。比賽分為學校組

及公開組，優勝作品將會上載至活動

網頁，供全港市民下載。

為加強推廣「筋骨齊伸展，勞損可

避免」的信息，大會邀請了本地著名漫

畫家「草日」，為計劃設計了一輯共四

個單元的「齊做伸展操漫畫」，由草日

筆下受歡迎的角色作伸展運動示範，

配以輕鬆幽默的手法，帶出伸展運動

的重要性。四款伸展操漫畫，將由九

月中旬起上載至活動網頁及在報章上

刊登。 

商界關愛
職業健康大行動

商界關愛
職業健康大行動

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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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建造業的安全問題一直備受關注，

在政府和業界的共同努力下，近年建造
業的安全已得到很大改善。香港建造
業的意外率（以每千名工人計）由 2000

至 2002年間的 149.8、114.6和 85.2下
降至 2010至 2012年的 52.1、49.7和
44.3。然而，建造業仍是風險最高的行
業之一，其意外死亡數字一直高踞於
本港其他行業之上。在 2012年，建造
業的就業人數約為本港總勞動人口的
8%，卻佔了逾八成 (83%)的工業死亡意
外（勞工處 2013）。建造業安全必須高
度重視，尤其在減少死亡個案方面。

人體從高處墮下是造成建造業死
亡事故的主因。在 2012年，在地盤發
生的死亡意外中，有一半是人體從高
處墮下而引致的。到底什麼原因引致
這些事故？了解事故的根本原因成為
校正施工系統錯誤和制定預防措施的
關鍵，亦是避免建造業意外事故的重
要基礎。通過深入瞭解意外發生的原
因，我們可將有限的預防資源集中投放
在較易發生意外的因素，以有效預防
及控制意外的發生。為找出引致意外
的根本原因，是次研究以在本港發生
的真實地盤死亡意外為基礎，對這些
意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剖析背後的
根本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
《綠十字》將會分兩期為大家介紹這次
研究。本期先介紹研究目的及所使用
的意外因果分析系統，而下期則述說
研究結果及建議。

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目的包括：(1)找出一個

適用於建造業的意外成因分析理論或
模式；(2)根據這個模式，分析建造業
人體從高處墮下的死因裁判個案；(3)

找出造成這些墮下意外的根本因素以
及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4)建議預防
人體從高處墮下的措施；(5)為分析不
同行業的各種意外提供參考框架。本
研究結果希望可作為剖析工業意外之
根本原因及制定有效預防措施的初步
依據。

意外因果分析理論
意外因果分析是安全研究的

主流 (Cel ik and Cebi 2009)。現時
有多種意外分析理論，常見的包括
(1)骨牌理論 (The Domino Theory) 

(Heinrich 1969)；(2)多重因果理論
(Multiple Causation Model) (Petersen 

1971)；(3) Ferrel人為失誤理論 (Ferrel 

Theory) (Heinr ich 1980)；(4)乳酪
理論 (Swiss Cheese Model) (Reason 

1990)；以及 (5)人為失誤分析及歸類
系統 (HFACS: Human Factor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Shappell and 

Wiegmann 1997; 2000)。

骨牌理論
骨牌理論是由美國工業安全理論

先驅Heinrich所提出，此理論認為意外
事故是由一連串的事件，在一定的、具
邏輯性的秩序中發生，而不是偶然。

意外是未經計劃的事件或當事人不期
望發生的事件。Heinrich認為有 88%引
致意外的原因與不安全行為有關，10%

與不安全環境的狀況有關，只有 2%是
無法避免的。依據這個理論，意外發
生的原因包含五個連鎖反應的骨牌：
社會環境、個人失誤、不安全的行為、
意外事故和傷害。移走前四張骨牌的
任意一張，均可以防止傷害，而移走
第三張「不安全的行為」則最有效預防
傷害。

多重因果理論
在骨牌理論的基礎上，Petersen提

出了多重因果論，認為一宗意外背後有
多種因素，這些因素及其子因素的綜
合影響造成了意外的發生。這些因素
離不開行為因素和環境因素兩大類。
行為因素與人為因素有關，如不正確
的態度、缺乏相關知識或技術、工人
的生理或心理欠佳；而環境因素與導
致意外的自然環境及工作環境有關，
如工作環境欠佳或設備故障等。他也
認為大多數意外事故主要是人為因素
造成的。

Ferrel 人為失誤理論
Ferrel理論集中在人為失誤，他認

為人為失誤是引致意外發生的主要原
因。根據這個理論，意外的發生乃與
工作量和人的承受能力出現不協調的
情況有關，這種不協調結果引致了壓
力和工作疲勞。Ferrel認為工作量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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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致工人在某情況下反應出錯，而
導致有意或無意的不安全行為而釀成
意外。

乳酪理論
乳酪理論由Reason提出，解釋意

外原因的連鎖關係。Reason指出意外

的成因可分為四大環節：組織管理的

影響、監督、不安全行為的前提和不安

全行為。組織對意外事故的防禦尤如

一片片的乳酪，每一片乳酪代表一個

環節，亦可視為一道防線，而乳酪上

的空洞代表此環節可能出了問題╱漏

洞。如果在這四個環節出現的漏洞連

成一線，能讓光線穿過，即代表危害

也能穿透每一道防線，因此發生意外。

人 為 失 誤 分 析 及 歸 類 系 統
（HFACS）

人為失誤分析及歸類系統是由

Wiegmann與 Shappell提出，針對人為

因素意外所建立的分析與歸類系統，

從不同層面分析意外根源。此理論乃

建基於乳酪理論，把意外成因的四大

環節細分至多個因果類別，這些類別

分佈在不同的層面：組織管理層面、

不安全督導、不安全行為的前提，以

及個別操作者的不安全行為。透過深

層次的分析，辨認引致意外的根本原

因。這個系統在一些學者的改良下，加

入了自然環境因素和技術環境因素，

共 19個因果類別因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Celik and Cebi 2009)。

另外亦有一些量化的意外分

析方法如失誤樹分析法 (Fault Tree 

Analysis)和工作組職業風險模型 (The 

Workgroup Occupational Risk Model 

(WORM)) (Ale 2006; Aneziris et al. 

2008)等。失誤樹分析法是以邏輯推理

與樹狀由上而下建構的方式，逐步分析

失誤發生之原因，在最底端基本事件評

估各基本事件發生的機率與重要性，

以作為制定預防措施的先後順序，而

WORM職業風險模型則通過功能圖表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s)分析工作存

在的風險。

這些意外因果分析理論雖有差異，

但卻一致指出一宗意外的發生往往不

是由單一原因所引致，而是由多種因

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而造成。

另外，這些理論亦認為人的不安全行

為與社會環境、組織的管理和技術環

境有密切的關係。責備或懲罰工人的

不安全行為並非有效方法，解決人為

失誤需要通過改善組織的安全管理包

括政策、程序、訓練及監督。

在 眾 多 理 論 當 中，我 們 發 現

HFACS理論較適合應用於分析建造業

的意外。它從不同角度去分析意外的

成因，如從組織管理層面、不安全督

導、不安全行為的前提以及個別操作

者的不安全行為進行分析，確定意外

根源以制定預防策略。在這四大範疇

中細分出 19個因果類別因素，使分析

框架更加完整、更具系統性。沒有兩

個意外個案是一模一樣的，每一個意

外都有不同之處，在分析不同意外時

需要保持分析的一致性，才能有效辨

認和歸納相關因素。HFACS提供的具

體分析框架，恰能符合這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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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一個分析個

案中，幾個工人踏在一個臨時的工作

台上進行清理工作，但工作台倒塌，工

人亦隨之墮下而造成意外。調查發現

該工作台的結構並不穩固，而這些工

人並不負責搭建該工作台。該工作台

原本在完成早期工程後就應該清拆，

卻偏偏留了下來，累積了大量垃圾。這

個隱藏性的危害是由於別人的疏忽而

造成的。因此我們對HFACS系統進行

改良，加入一個新的元素－別人造成的

危害，使這個分析模式更具完整性，

並用來分析建造業的墮下意外個案。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

是次研究向死因裁判法庭收集了

52宗工業意外死亡個案，這些個案發

生在 1999至 2011年間，均屬建造業人

體從高處墮下的意外。死因裁判法庭

的研訊報告是此次研究的重要資料來

源，它提供了寶貴的意外分析資料。

死因研訊過程考慮了來自多個範疇的

資料和證據，包括勞工處的意外調查

報告、證人供詞（包括僱主、同事、家

人等）和專家（如結構工程師、機械工

程師等）的分析報告，以及其他證據。

與民事訴訟法庭的研訊不同，死因庭

的研訊目的是確定死亡原因及死亡時

的環境狀況，而不是著重查找過失或

責任，或索取賠償。可以說，死因研訊

報告是經過法律的測試，並在死者家

屬和相關人士的見證之下所產生的，

它具有可靠性且值得參考。我們另一

主要的資料來源是勞工處的意外調查

報告，每一份報告均詳細記載了意外

的背景，事件發生的經過、調查發現、

意外分析和建議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對這 52宗個案進行了一系

列有系統的分析。第一，採用統計方法

歸納這些墮下意外的特徵，包括死者

的年齡、意外發生的時間、崗位等。第

二，採用已改良的HFACS模式對每宗

意外進行分析，找出導致意外的潛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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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三，通過關係分析 (Contingency 

Table和 Fisher’s Exact tests)，檢定意外

因素的相關性。

改良的 HFACS 模式
改良的 HFACS模式，如圖 1所

示，有四個層次，共包含了 20個因

果類別元素。第一層，不安全行為

(Unsafe acts)。內容包含決策錯誤 (De: 

Decision errors)、技術錯誤 (Se: Skill-

based errors)、知覺錯誤 (Pce: Perceptual 

errors )和違規（包括慣性違規 (Rv : 

Routine violations)和偶爾性違規 (Ev: 

Exceptional violations)，共5項。決策錯

誤是指對工作情形作出不適當的安排。

決策錯誤可分為程序錯誤、選擇不當和

問題處理失誤等。技術錯誤通常指因操

作技術不佳或未經認真思考而作出的

技術，或技巧上的錯誤等。知覺錯誤是

指在環境條件不能確定下而作出推測

時，所發生的判斷錯誤。違規分慣性與

偶爾性兩類：慣性違規在與工作目標衝

突時較常發生，例如以工作進度為優先

考慮，而忽略安全之重要性，導致意外

發生；偶爾性違規則是較特殊╱個別的

違規事項。

第 二 層，不 安 全 行 為 的 前 提

(Preconditions for unsafe acts)，探討

關於錯誤發生時，人或環境的實際情

況，亦是不安全行為的背景因素。這

些因素可分為操作者狀態 (Conditions 

of operator)、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s)和人員╱人事因素 (Personnel 

factors)，其中細分為精神狀態不佳

(Adm: Adverse mental states)、生理

狀態不佳 (Adp: Adverse physiological 

states)、生理╱精神極限 (Pml: Physical/

Mental limitations)、組員╱團隊資源管

理 (Crm: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個人準備 (Pr: Personal readiness)、技術

環境 (Te: Technical environment)、自然

環境 (Pe: Physical environment)及別人

造成的危害 (Hbo: Hazard by others)，

共 8項因素。精神狀態不佳的情況除睡

眠與疲勞外，過度興奮、過度自信也是

造成問題之關鍵。不佳的生理狀態例

如身體不適或情緒欠佳，亦可影響知

覺錯誤。生理╱精神極限指操作要求

超出個人能力和體力範圍的情況。組

員資源管理是指團隊的人力資源、工

作協調性、溝通技能和團隊合作等。

個人準備針對操作者對任務、設備或

工作程序不清楚或忽略，以及操作者

沒有具備專業資格等。技術環境指人

和設備的互動關係，包括設備設計、

控制特徵等。自然環境指氣候、地理

環境等。別人造成的危害是指一些危

害是由於別人的疏忽而造成的，如把

危險物件隨處擺放、沒有對設備進行

安全測試而引致意外等。

第三層，不安全督導 ( U n s a f e 

supervision)。主要內容包含有督導不

足 (Ins: Inadequate supervision)、計劃

運作不周全 (Pio: Planned inappropriate 

operations)、未能修正已知的錯誤 (Fcp: 

Failed to correct problem)及督導者違

規 (Sv: Supervisory violations)，共 4項。

督導不足指督導者未能提供充足指導、

培訓、領導、監督等事項，確保工人能

安全完成工作；計劃運作不周全例如

工作量不當等，令員工需要冒高風險

工作，而引致意外發生。未能修正已

知的錯誤是指督導者明知有問題╱錯

誤卻仍不要求改進。督導者違規是督

圖 1：改良的HFACS模式

不安全行為

決策錯誤 (De) 技術錯誤 (Se) 知覺錯誤 (Pce) 偶爾性違規 (Ev)慣性違規 (Rv)

錯誤 違規

組織（管理）的影響

資源管理 (Rm) 組織的安全氣候 (Oc) 組織運作 (Op)

不安全行為的前提

技術環境
(Te)

自然環境
(Pe)

別人造成的
危害 (Hbo)

生理狀態
不佳 (Adp)

生理╱精神
極限 (Pml)

精神狀態
不佳 (Adm)

組員資源
管理 (Crm)

個人準備
(Pr)

環境因素 操作者狀態 人員因素

督導不足 (Ins) 計劃運作不周全 (Pio)
未能修正已知的錯誤 

(Fcp)
督導者違規 (Sv)

不安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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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故意忽視安全守則，按個人偏好

或要求進行工作而造成意外。

第四層，組織（管理）的影響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內容包括

資源管理 (Rm: Resource management)、

組織運作 (Op: Organizational process)

及組織的安全氣候 (Oc: Organizational 

climate)，共 3項。資源管理包括人力資

源管理、資金分配、裝備和設施運用

等。當財政寬鬆時，工作安全和工作

進度可以很容易作出平衡，相反當資

源不足時，工作進度往往成為組織的

優先考慮而忽略安全，以致容易發生

意外。組織運作指組織管理的行政運

作和規則，包括制定安全管理制度、

風險管理、制定工作程序等。組織（管

理）因素較不易被發現，需要透過深入

檢視和反思才能發現。組織的安全氣

候涉及文化與政策兩方面。文化實際

上指的是組織的非正式且未說明的規

定、價值觀、態度、信念和習慣等；政

策則指安全政策（安全目標、管理者對

安全之承諾、人事政策及其他相關管

理決策），當政策制定錯誤，管理層忽

略安全或管理層間互相衝突時，便會

導致許多爭議，影響安全管理。

在此研究中，我們以意外調查的

證據為基礎，採用已改良的HFACS模

式的 20個因果類別元素，分析每宗墮

下個案，以找出可能隱藏的意外因素。

以下是一個真實墮下個案的分析。在

這宗意外中，一個棚工在意外當天負

責搭建一個吊棚，當他在搭建中的吊

棚上行走時失去平衡墮下至地面。

分析過程如圖 2所示。紅色圓點為

與意外相關的因素；黃色圓點表示這

些因素出現問題╱錯誤，但不是導致

意外的原因；而綠色圓點指該因素沒

有問題（即正常），而藍色圓點則表示

在該意外中並不適用。

工人在棚架上行走，以為不會掉

下，卻失去平衡而墮下致命。在不安

全行為的層面來說，這是知覺判斷錯

誤，所以知覺錯誤 (Pce)為相關因素，

用紅色表示。雖然後來調查發現該工

人並沒有通過竹棚架技能測試，但這

並不是其墮下的原因，所以用黃色表

示。在意外發生時，該工人解除原本

扣住身上安全帶的安全尾繩以方便在

棚架上行走，他的工友指出這種做法

在搭棚時很常見，因此這行為均涉及

決策錯誤 (De)和慣性違規 (Rv)。

在不安全行為的前提之層面，技

術操作環境 (Te)與意外有關。在高空中

搭建吊棚本來就是非常危險的工作，

再加上當時在棚的中間有一混凝土結
構物凸出，工人由棚架的一端走到另
一端，必須蹲下甚至爬行才可以通過，
增加工作的危險性，操作環境明顯不
佳。工人沒有通過竹棚架技能測試，
卻被委任監督整個搭棚工作，顯示了
個人準備 (Pr)和組員╱人事資源管理
(Crm)有漏洞。意外當日，天氣以及工
人的生理及精神狀況沒有異常，所以
這些因素為綠色；而在這個案中別人
造成的危害並不相關。

在不安全督導的層面，意外時工
人負責帶領工作團隊，沒有其他監督
者，而該工人卻自己違返了安全規則
把安全尾繩移除，所以督導者違規 (Sv)

與督導不足 (Ins)是相關因素。另外，
明知在棚架工作時移除安全尾繩是危
險行為卻沒有人去糾正，所以未能修
正已知的錯誤 (Fcp)亦是其中一個相關
因素。計劃運作不周全 (Pio)在此個案
中並不相關。

在組織（管理）的影響之層面，三
個因素均相關。調查發現，意外時不
單沒有獨立救生繩和安全牢固點，安
全尾繩亦不符合安全標準，顯示資源
管理 (Rm)欠佳。組織的安全氣候 (Oc)

與組織的安全文化及政策有關，而組
織運作 (Op)與安全管理制度、風險管
理及工作程序有關。在這個意外中，
不合資格的人士卻被委任搭棚工作並
負責監督該項工作；所提供的安全裝
備不足，且缺乏對該工作的風險評估
和安全工作程序，因此組織的安全氣
候和運作均有漏洞。

根據以上的分析原則，我們對
52宗意外進行詳細分析，並統計各
因素出現的頻率和對各因素的關係
以 (Contingency Table和 Fisher’s exact 

tests)作檢定，探討意外因素的相關
性。 （下期待續）圖 2：意外因素的辨別

第四層：組織（管理）的影響

第三層：不安全督導

第二層：不安全行為的前提

第一層：不安全行為



引言

工作間暴力的定義和影
響

現時國際勞工組織將工作間暴力

定義為僱員在工作期間或直接地因工

作的緣故，受到任何不合理的待遇或

行為上的攻擊、威脅或傷害，便是工作

間暴力。當中可分為僱員和僱員之間

發生的暴力，及外來的工作間暴力，

即僱員和任何在工作環境中出現的非

僱員之間發生的暴力。工作間包括僱

員因工作關係而需要前往或逗留的任

何地方，及僱主直接或間接要求僱員

去的地方。而根據美國職業安全及健

康研究所的界定，工作間暴力是指在

上述工作間所發生的任何形式之身體

傷害，威脅性行為或辱罵，包括語言

工作間衝突管理
暴力、威脅、欺凌和其他傷害身體的

行為，例如毆打、傷人、強暴、威嚇、

電話滋擾、恐嚇及對人粗言穢語等。

事實上，若工作間暴力行為不加以竭

止，問題之嚴重程度會日益增加，最

終有機會釀成人命傷亡。

除了身體受傷，工作間所發生的

衝突及暴力事故更打擊員工的士氣及

工作滿足感，使員工在工作時缺乏安

全感，擔憂再次受到傷害而增加精神

壓力。導致有些員工可能提出轉職來

逃避，因此正確處理工作間衝突及暴

力事故是不容忽視的。

處理技巧及策略
正所謂初則口角繼而動武，暴力

行為可以由激化失望及挫敗的情緒而

引發，因此前線員工在危機控制上的

角色十分重要。機構及員工應考慮由

預防或處理工作間暴力事故再踏前一

步，轉化成為衝突管理，預防或減低發

生衝突的危機，或在客人出現抱怨、

投訴初時已積極介入處理。

而處理衝突或暴力事故的技巧及

策略亦應包括在員工訓練當中，使員

工懂得如何在事件發生當刻作出適當

反應，務求化解危機，令傷害減至最

低。技巧包括進行即時的風險評估以

識別沮喪、憤怒的人士、避免衝突情

況出現，及緩和情況以免將怨氣激化

成挑釁行為，甚至演變成暴力事故。

當中涉及一些軟性技巧，例如人際溝

通處理技巧、緩和激化、及化解事件

危機的策略等。

而機構亦須正視問題，制訂清晰

明確的預防及應付工作間衝突和暴力

政策，為工序或工作單位進行風險評

估並制訂安全工作指引，讓員工認識

預防及應付工作間暴力所需的知識和

技巧，及相關的緊急應變措施，並改

善工作環境保安，加強不同部門或單

位之間的溝通和合作，保障員工的工

作安全及健康。

即時風險評估
員工在處理顧客抱怨時，若雙方

互動所採用的方法不當，便容易把當

事人帶進責備、生氣及敵對的狀態，甚

至演變成暴力行為。面對一些有機會

演變為衝突甚至暴力的情況，前線員

工可按下表的步驟作即時風險評估，

評估現場情況及威脅等，從而作出合

適的行動決擇。

工作間衝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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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間的衝突及暴力事件越來越

受到社會的關注。勞工處近年的職業

傷亡個案數字顯示，每年約有 800宗屬

「於工作場所暴力事件中受傷」的工傷

意外。雖然只佔整體數字的 2%，但這

類的工傷個案可以在各行業中出現，

而在醫護和社會工作服務行業的問題

較明顯，這類的工傷個案佔該行業職

業傷亡數字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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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風險評估是：

1. 持續性和互動的風險評估程序。

當中包括 (a)危害識別，(b)風險評

估，(c)採取行動以消險或減低風

險，和 (d)監察及檢討。

2. 配合快速變化的環境及情況，而

作出較安全的行動或策略。

3. 基於人員安全為概念而以互動、

系統化及策略性運作。

處理情況時的注意事項
緩和激化

若對方的情緒正處於挫敗、生氣、

挑釁甚至具侵略性的階段，我們所說

的內容，對方可能會聽不下，因此，我

們要以語言加上非語言溝通技巧去減

低對方的攻擊性及怒意，達到緩和激

化的目的。溝通的元素可包括：

－ 語言

－ 語氣╱語調

－ 非語言（身體語言）

緩和激化的重點

－ 尊重客人

－ 控制我們的情緒

－ 保持磋商的空間

向對方展示一種無惡意的身
體語言及姿勢

對方可能正表現出一副挑戰性的

姿態，例如與你面對面地站立、大聲

說話、撐腰、交叉手、用手指指向你及

用眼睛一直瞪著你，但我們亦要冷靜

地收藏自己的負面情緒及對立姿態，

並保持正面、樂意協助、專業及肯定

的態度處理，否則可能會激化事件。

即時風險評估 5步驟

Step 5.
作出反應

Step 1.
看清想楚

Step 2.
評估威脅

Step 3.
尋求協助

Step 4.
選擇行動

即時風險評估－ 5步驟
1. 看清想楚 － 不要草率行事

－ 退一步，想清楚，使自己能作出正確評估
－ 控制自己在行為上、精神上及情緒上的表現，好
讓自己思想清晰及理智

2. 評估威脅 辦認危險及威脅
－ 人物－人數、體型、情緒表現（挫敗、生氣、挑
釁╱具侵略性）；相熟程度；外表清潔整齊、頭髮
凌亂、衣冠不整（骯髒的、不剃鬚等）；可預測的
行為（精神病、情緒病、學習障礙）；藥物或酒精
影響

－ 物件－持有武器╱利器，可作為武器的周圍物件，
身體、頭、手、腳（與自己的距離）

－ 地點－光暗；隔離╱密閉空間；出口；樓梯；嘈
吵；人多擁擠；旁觀者

－ 情況－時間；進行特別任務、保安或執法工作；公
眾安全；撤離現場之準備╱能力

3. 尋求協助 － 留意自身安全
－ 預先約好同事定時致電
－ 尋求周圍人士的協助
－ 要求上級或同事協助
－ 要求警方或保安員協助

4. 評估可行方
法

經評估情況後
－ 假如有能力及信心，可自行處理情況，並留意自
身安全

－ 如需要協助，𣎴要嘗試自行處理情況，直至有協
助人員或其他人士到場

－ 如感到暴力行為即將爆發，自身安全受到威脅，
便要作好撤離現場之準備。嘗試找些藉口離開現
場，如由室外的員工致電說辦公室有要事而借故
離開。

5. 作出反應 － 選擇最合適的行動
－ 繼續評估現場情況及威脅，從而決定或改變行動
（開始新一個評估循環）



工作間衝突管理
綠十字  GREEN CROSS  九月/十月  Sep/Oct 201422

我們可以向對方展示一種無惡意

的身體語言及姿勢，挺直站立，雙手放

在前方打開讓對方看見，向對方表示無

惡意及無侵犯性，雙腳可稍為分開（左

右及前後），讓雙腿形成楔形。採用這

種姿，在萬一受襲擊時可在第一時間以

雙手防衛，以及能穩固地站立，避免被

對方推倒地上，使自己處於不利位置。

另外，下列5點應亦要注意：

1. 地點：選定一個不會給對方攔截

到的位置如近出路門口，好讓自

己隨時逃走

2. 態度：展示正面及給予幫助的態

度

3. 表現：保持適當眼神接觸，留心

聆聽，對對方所講的說話表現有

興趣

4. 距離：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避免

進入對方個人空間（約半米距離）

及避免襲擊

5. 位置：保持一個輕鬆的姿勢，例

如與當事人對角站立。

根據「國際警官協會」(2005)的建議，

以下列出一些處理暴力危機情況時的

「宜」與「不宜」之回應：

宜 不宜

姿勢及位置 － 保持一個輕鬆的姿勢，例如與當事人對角

站立。留心及專注，並對對方所講的說話

表現有興趣

－ 選定一個不會給當事人攔截到的位置，好

使自己隨時逃走

－ 表現出一副挑戰性的姿態，例如與當事人

面對面地站立，撐腰、交叉手、與當事人有

身體上之接觸，用手指指向對方及用眼睛

一直盯著對方

－ 入侵當事人之個人空間

語氣 － 表現出冷靜及親切 － 一些刺激之溝通方法，例如說話冷漠、不

理睬、傲慢、僵化及每每以規則作回應

－ 不留意說話的語調、聲浪及速度，或突然

做出一些威脅性的動作

聆聽及表達 － 在聆聽時表現出感同身受，令當事人平靜

地表達及聽取意見

－ 表示明白對方之個人感受，並告訴他你能

看出其不快

－ 以正面之態度接納問題。當對方作出的指

控是有理由時，應該回應：「他所指的或許

是對的」；「都是我們的不是」。若對方所指

的是毫無事實根據，你便應該作出解釋並

提問

－ 一開始便拒絕當事人所有之要求

－ 行為具挑釁及威脅意味，令人有被輕視及

視作愚昧之感覺

－ 胡亂回應及作出不能實現之承諾

解決問題 － 為當事人提供保證及給予選擇，將問題化

小及轉化成為可處理的問題

－ 邀請當事人提出建議，並且說出你從他那

裡所意會到的要求

－ 輕視問題之嚴重性或胡亂作出批評

－ 對於一些有偏差的意見一面倒地表示贊同

時間掌握 － 運用拖延之策略，好使當事人可以有充裕

的時間冷靜下來，例如給他一杯清水

－ 對著激動之當事人表現出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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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危機之升級及處理
策略

若施暴者是因為對機構或員工的

態度不滿而爆發暴力行為，他們的行

為多是有跡可尋，以及是逐步升級的。

負責處理的員工要懂得識別施暴者當

時處於那種狀態，留意暴力行為逐步

升級的情況，以及預計接下來可能出

現之反應，才能作出適當之回應。

挫敗階段
當事人有強烈的挫敗感，而其行

為正處於混亂的狀態，對別人說話及

所提供的資料聽不進去，時刻表現出

缺乏耐性。在這情況下，可運用以下

的技巧：

－ 美言計：負責處理事件的員工先

要細心聆聽，給予當事人空間從

容表達想法，有需要時要澄清事

件，及為他們提供資料，並應了

解對方的訴求，然後對症下藥，

作出正面回應。

－ 苦肉計：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坦誠告訴當事人你的權限及為難

之處，並持著有商有量的態度與

他們交談，使他們感到受尊重，

他們便較容易放下抗拒。

生氣階段
當事人會拒絕妥協，將問題歸究

於其他人，責備機構或職員需要付上

全部的責任，當面指責或欺負在場員

工。在這情況下，繼續美言計的同時，

更可運用以下之技巧：

－ 拋磚引玉，調虎離山：向當事人

建議，因要保障他們的私隱，故

需要較寧靜的環境磋商，邀請他

們到另一處適當之地點詳談，以

隔離當事人，避免暴力行為之爆

發會影響其他服務使用者。

－ 遠交近攻：若當事人多於一人，

可邀請較冷靜及溫和者多發表意

見及多參與討論，以作平衡及緩

和緊張的情況。

挑釁階段
當事人之姿勢及動作明顯地出現

變化，例如握緊拳頭、以手指指向員工

或大吵大鬧等，這些都是危險警號。

在這種情況下，處理的職員可運用以

下的技巧：

－ 卻擒先縱：讓當事人渲洩情緒，

消耗他的體力和拖延時間。

－ 假痴不癲：聆聽當事人的指控，

但盡量避免與他爭辯，心裏同時

盤算下一步可採取的行動，例如

是伺機求救、順手牽羊及金蟬脫

殼之計（見下）。

－ 伺機求救：可趁機會按求救鐘，

通知主管、保安人員及其他員工

加入協助，實行團隊式之處理。

－ 順手牽羊：乘當事人不留神，拿

走附近可用作武器的物品。

－ 金蟬脫殼：當事人有很大機會隨

時爆發暴力，故要作好撤離現場

之準備。嘗試找一些藉口離開現

場，例如由室外的員工致電說辦

公室有要事而借故離開。

暴力階段

當事人開始敵對及作出威脅，甚

至開始傷害別人身體及破壞物件，其

行為已出現失控的情況。當處於這些

極度混亂的狀態時，職員適宜採取以

下的行動：

－ 上屋抽梯，關門捉賊：把施暴者

隔離，以免他影響其他服務使用

者，並且提示其他員工或保安人

員立刻援助，悄悄地從後進攻，

並即時制服他。

－ 走為上計：立刻撤離現場。

總結
工作間暴力給人的感覺像是洪水

猛獸，一般員工會感到很難應付。但

其實如果機構能及早發展一套預防及

應對策略，為員工提供緩和激化和應

付暴力事件的訓練及演習，衝突暴力

事件便可以預防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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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於翠屏邨發生，導致 4死 1傷
的火警，令人再一次意識到防火安全
的重要性。再加上本港已踏入秋季，相
對濕度通常較低，不論戶外或室內，
任何物品都會變得較為乾燥，這個時
候火警會較容易發生。即使是焊接時
產生的小火花，若意外點燃工作場所
內的可燃物料，短時間內就能迅速蔓
延，釀成火警。因此，工友工作時應提
高警覺，採取各項預防措施，避免火
警發生。

安全處理易燃物品
在工作場所內存放易燃物品，是

發生火警的主要潛在原因之一，因此
應盡量避免使用易燃物品，例如以非
易燃物品取代；如必須要使用，則應特
別小心，確保附近沒有明火或熱源；
所有人員嚴禁吸煙，以及在附近設置
滅火設備。至於貯存方面，存放易燃物
品的地點必須為通風良好、陰涼及陽
光不能照射的地方。此外，應盡量將
存放量減至最低。若存放量超出《危險
品條例》所指明的豁免量，則必須要將
易燃物品存放於符合要求的危險倉。
此外，貯存易燃物品的容器均須貼上

合規格的標籤，指明容器內存物品的
名稱、危險性質、危險情況與及安全
措施。

為熱工序執行防火措施
對於會產生明火或火花的熱工序，

例如是氣體焊接或切割，應先做足安
全及防火措施，方可開始工作。以焊
接工序為例，防火措施包括：確保工
作範圍及附近沒有易燃及助燃物品（包
括雜物及垃圾），以及沒有使用易燃物
品的工序正在進行；放置屏障以防止
火花四處飛濺；以及在附近放置滅火
筒等。工作地點負責人應執行「工作許
可證」制度，由專人進行檢查以確保已
執行所有安全及防火措施後，才發出
工作許可證，批准熱工序之進行。

保持良好工地整理
保持工作地點良好整理，亦有助

預防火警發生。易燃物品在使用後必
須放回指定的存放位置，不可以隨處
亂放；可燃的雜物及垃圾應盡快處理，
不可隨處亂放，亦不應積存於工作地
點之內。此外，時刻保持走火通道暢
通無阻、隔煙間沒有存放雜物等，亦
有助在發生火警時，所有人員能安全

必須時刻保持防煙門關閉及走火通道暢通無阻

良好保養各種消防設備

並迅速撤離現場。滅火筒等滅火設備
的存放位置應清楚地標示，並且不被
阻塞，以便於需要使用時可立即取出
使用。

提供及保養滅火設備
工作場所內應有足夠的消防設備，

以便一旦出現火種時可盡快感應並將
之撲滅。常見的消防設備包括煙霧或
熱力感應器、滅火灑水器（消防花灑
頭）、消防喉轆、滅火筒、滅火沙、滅
火毯等；而火警鐘系統及緊急照明亦
十分重要。工作地點負責人應為上述
各項消防設備進行年檢，確保它們處
於良好的使用狀態。此外，防煙門於火
警發生時能暫時阻擋火勢及濃煙的蔓
延，因此必須符合規格（例如有足夠耐
火能力），並保持關閉但不可被鎖上。

委任應變小組及定期進
行走火演習

工作地點負責人應成立「緊急應變
小組」，發生火警時便可迅速及妥善地
應變，保障所有人員的安全並減低財
物損失。工作地點負責人應為小組成
員安排足夠訓練，讓他們有能力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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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情況下協助撲滅小火，並協助工作
地點內的人員盡快安全地疏散。工作
地點負責人亦應安排所有人員參與走
火演習，最少每年進行一次，讓他們
熟知逃生路線。

提供及留意消防安全資
訊

工作地點負責人應在工作地點的
當眼地方張貼消防安全資訊。此等資
訊包括遇上火警時的緊急應變指引；
標明逃生路線、滅火設備及其他緊急
設備之位置的緊急逃生路線圖，以及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名單與及聯絡方法
等等。此外，工作地點負責人應設立機
制，留意政府是否有發出火災危險警
告。當大氣的相對濕度下降至某限度
而草木又乾燥，有關部門就會發出火
災危險警告，提醒公眾可能發生火災
的危險。黃色火災危險警告表示火災
危險性頗高，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則
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警告生效期間
發生火警的機會比其他時間高，一旦
發生更會迅速蔓延。在警告生效期間，
工作地點內所有人員必須倍加留意防
火措施是否已被妥善執行，以策安全。

有關使用方法，亦應制定發現火警的
處理程序、野外走火路線圖及緊急疏
散程序等等。至於員工方面，應避免
於郊外進行焊接等熱工序，如必須進
行，應先清除四周雜草及枯木，工友
不應在工作範圍內吸煙，更切勿在工
地內焚燒垃圾。此外，由於山火於日
間較難看見，員工應隨時留意是否有
飛灰和煙味，這些都可能是山火正在
發生的徵兆。

到未受濃煙影響的有窗房間或單位暫
避。如在途中遇上濃煙，應在地上爬
行，並用濕毛巾掩住口鼻。在到達房
間或單位後，關上門並利用毛巾或布
料配合膠紙將門之罅隙密封。致電 999

告知你被困的位置。在窗戶旁揮動毛
巾或其他物件，向外面的人顯示你的
位置。

若火警在郊外發生
應使用預先選定的路線迅速離開

火場。如該路線已被山火或濃煙所波
及，應考慮以下各點，決定合適的逃
生路線：

• 山火的蔓延方向－避免向山火蔓
延的同一方向走避

• 附近小徑的斜度－選擇較易逃生
的小徑

• 附近植物的高度及密度－選擇少
植物的地方

假若不幸被山火圍困，應以衣物
包掩外露皮膚，然後逃進已焚燒過的
地方，這樣可減輕身體受傷的機會。
若情況許可，應避免往山上走，因會
消耗體力；也應避免走進矮小密林及
草叢，因山火在這些地方可能會蔓延
得很快而且熱力也較高。

結語
無論在室內或戶外工作，火警的發

生往往會導致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
在工作地點做好防火工作，特別在風
高物燥的季節，實在是十分必要的。
工作地點內所有人員必須同心合力避
免火警的發生，保障自己及他人安全。

參考資料：
• 天文台《火災危險警告》
• 消防處《火警時應採取的行動》
• 漁農自然護理署《如遇山火應注意

的事項》 

在工作地點當眼位置張貼消防安全資訊

員工於郊外工作時必須小心防火

如遇火警之應變方法
萬一遇上火警，應保持冷靜。如

果你是第一個發現火種的人，而附近
又有火警鐘啟動器，應立即啟動它；
如沒有，應高聲呼叫讓附近人員得知
火警正在發生，同時立即通知緊急應
變小組人員，讓他們到場處理。如你曾
接受過使用滅火設備的訓練，而你所
站立的位置安全又有可逃生的路，兼
且火勢不大的情況下，可嘗試使用合
適的滅火設備撲滅火種，否則不應逞
強，應立即使用最近而又安全的逃生
路線逃離現場。逃生時應帶備手提電
話，如附近有濕毛巾亦應一併帶備。
在到達緊急集合地點後，應立即致電
999報警求助。

若火警在室內發生
假如逃生路線不通或滿佈濃煙，

而又沒有其他安全路線可使用，應走

郊外工作防火措施
以上各項均屬固定工作地點之消

防安全措施。如員工需要於郊外工作，
那就必須加倍小心，因為山火的蔓延
方向及速度均難以估計，若然遭山火
圍困，後果將不碪設想。負責人應為
郊外工作訂立防火應變計劃，包括在
工地附近設置手提滅火筒並指導員工



前言
為了確保特定工序、工作環境及

設備的安全，特別是一些高風險的行

業，香港政府於制訂相關法例及工作

守則時，均會要求東主委任職安健從

業員或合資格人士，並根據有關人士

的專業資格、所受的實質訓練及實際

經驗，來評估和確認其是否有足夠能

力執行該項職責。

現時勞工處已為部分職安健從業

員提供註冊服務，例如「安全主任」和

「安全審核員」，同樣地本局亦為部分

職安健從業員提供認可及續期的服務，

包括「認可安全稽核員」和「認可安全顧

問」等。

但由於現時香港仍然未為其他職

安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的實質訓練

和實際經驗訂定相關要求和標準，因

此難以有效地確保有關人士的質素，

導致香港的職安健從業員和合資格人

士的質素良莠不齊，令人質疑相關人

士是否有足夠能力執行有關職責。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
為此職安局推出「香港安健認證計

劃」，透過訂定實質訓練和實際經驗的

標準，為職安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

提供認可的服務，藉此確保相關職安

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達致統一的資

歷，並會因應業界的情況對相關標準

作出檢討和強化，以確保職安健從業

員及合資格人士的能力和資歷足夠應

付執行有關職責。認可服務亦為僱主

於委任有關人士時提供參考，以及提

升其於業界的專業認受性。

實質訓練的持續進修安
排

各行各業的職安健發展日新月異，

職安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必須持續

進修，藉此更新相關職安健科技的發

展及技術的新趨勢。「香港安健認證計

劃」透過建立持續進修計劃，包括根據

工作性質，以及配合認證續期所需，

訂定獲認可的重新甄審資格課程或持

續專業進修學分，從而確保相關人士

的服務能配合最新的安全科技、守則

及法例。

強化現有的註冊制度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根據相關國

際標準制訂有關標準和程序，為未有

建立註冊制度的職安健從業員及合資

格人士提供認可和持續性的監管和評

核。透過自願性質的制度，「香港安健

認證計劃」可靈活地因應業界的需求為

相關職安健從業員和合資格人士提供

合適的認可服務，以及定期為這些人

士的認可資格進行續期。

資歷認可服務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現時已為部

分職安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訂定有

關標準和程序，以提供合適的認可服

務。有關服務的對象包括：

• 「認可安全稽核員」

• 「認可安全顧問」

• 「供連接懸空式竹棚架個人防墮裝

置的繫穩錨固裝置的選擇、安裝、

使用、檢查及測試的合資格人士」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亦會因應業

界的需求，定期檢討及擴展有關計劃

至其他職安健法例規定的職安健從業

員及合資格人士。

安全健康管理制度認證
服務

除了職安健從業員及合資格人士

的資歷認可服務，鑑於職安局為安全

26香港安健認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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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制度提供的認證服務日漸多

元化，為了確保各項服務的質素，以

及審核程序和評審準則的一致性，「香

港安健認證計劃」亦會為參與相關計劃

的公營機構、私營企業或非牟利團體

之安全健康管理制度提供認證及監督

的服務，透過統一的程序和標準進行

審核，以確認其系統的有效性、效益

和可靠性，藉此確保機構已建立及維

持有效的安全健康管理制度，並且藉

著定期的重新認證服務，鼓勵機構的

安全健康管理制度能與時並進，從而

達致持續進步的最終目標。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現時已為以

下安全健康管理制度提供認證及重新

認證的服務：

• 「職安健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

安全認可計劃」

• 「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先導計

劃」

• 「安全社區推廣計劃」

－ 「香港安全社區」

總結
我們期望透過為各類職安健從業

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認可和續期的服

務，協助業界識別有關人士是否具備

足夠的能力及資歷，以執行相關的職

責。此外，我們亦希望藉著為機構的

安全健康管理制度提供認證及重新認

證的服務，從而帶動各個行業、機構

和組織團體，有效地提升其安全健康

管理制度的水平。

「香港安健認證計劃」將會因應社

會及各行各業的需求適時進行檢討，

並於有需要時擴展其服務範圍，從而

達致提升社會整體安全文化和安全表

現的最終目標。 

－ 「國際安全學校」

－ 「香港安健屋邨」

－ 「香港安健院舍」

－ 「國際安全工作場所」

• 「持續進步安全管理確認計劃」

（左圖）合資格人士為連接懸空式竹棚架個人防墮裝置的繫穩錨固裝置進行檢查及測試。
（右圖）安全稽核員為企業及機構的安全健康管理制度進行安全審核。



   人 為 失 誤 管 理
       推 行 指 差 呼 稱

工作安全探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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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大型基建工程以及大量

舊樓維修工程陸續展開，預計建造業

未來一段長時間將持續蓬勃發展，加

上投身建造業的人手不斷增加，為業

界安全狀況帶來挑戰，今年至 8月 31日

止就發生了 15宗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

外，這個情況是近年同期罕見的。事實

上建造業及工務工程從 2004年至 2013

年的意外率只維持平穩，雖然發展局

及業界在近年一直不斷推出新措施，

但意外數字始終未能像 90年代至 2004

年期間錄得大幅度下降。

許多研究指出，在進行操作、判

斷和行動時的人為失誤是造成意外及

事故的主因。人為失誤是指員工因為

工作、個人及管理因素而進行不安全

的工作行為，導致意外發生。當中常

見的成因包括工作的設計超出員工體

力或精神上的負荷（導致員工產生工作

壓力以及引致溝通不足）；員工個人的

不良工作態度及習慣（例如忽略部分工

作步驟及核對工作）；不良的管理風格

影響（例如主管重視員工的工作效率多

於依循安全程序工作）。為了探討如何

令安全管理制度能更有效處理人為失

誤問題，以及執行「指差呼稱」以自我

檢查及確認工序無誤來減少人為失誤

出現的機會，《綠十字》特別訪問發展

局、土木工程拓展署，以及實施「指差

呼稱」的建築工程公司，暢談他們在防

止人為失誤的路上所遇到的困難，並

分享推行「指差呼稱」的心得。

傳統上，意外調查一般只針對受

傷者本人，例如傷者的工種、年齡，以

及意外發生的地點、時間、傷者怎樣造

成受傷等。然而外國多項研究指出，

60%至 90%的意外主要由於人為錯誤而

造成，而人為錯誤並不單單針對傷者本

身，他們的同事、上司、公司管理人員

及決策者也可能是導致意外發生的成

因。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黃

仲良先生表示，為了掌握工務工程中

發生意外的成因，並找出問題所在，

發展局完成了「人為因素分析方法」的

調查，分析 2011年和 2012年工務工程

中，所發生約 350宗意外事故，當中發

現有超過一半意外的成因是由於工人

違規，即工人知道應該採取的安全措

施，卻忽略有關措施。在大多數情況

下，有關的工人慣常走捷徑來節省時

間，又或者純粹為貪圖方便。為數不

少的違規情況，是由於有關工人在惡

劣的工作環境下仍然繼續工作，例如

工作台沒有搭建好，便使用梯子代替

進行高空工作等。亦有工人在特殊情

況下有違規情況，例如時間緊迫下，

工人會傾向不遵循指定規則來完成他

們的工作。除了違規以外，調查亦發

現另一個主要的不安全行為，是工人

在應用相關既定規則時犯錯，主要出

自工人只根據其個人常識，又或者在

未有充分考慮所有危害前，就採取他

們認為合適的規則來進行手頭上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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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指出，發展局分析人為錯

誤的成因，引用了一個「四層架構」

的模式，前線工人做出不安全的行為

或決定，一般可以分為人為錯誤及違

規行為，而引致「不安全行為 (Unsafe 

Acts)」可能是由於上一層「不安全行為

的前置狀況 (Preconditions for Unsafe 

Acts)」，例如環境因素、團隊之間的溝

通等，又或者是基於工人狀態等因素，

而導致前線工人的不安全行為。再上

一層，造成不安全行為的前置狀況發

生，可能是由於「不安全的督導 (Unsafe 

Supervision)」，即由督導者的不當規劃

所做成，而再向上推多一層，「不安全

的督導 (Unsafe Supervision)」的成因可

能是由於「組織的影響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中有關組織高層的不當決策

所做成。黃先生認為，如要徹底分析

意外的成因，需要全盤考慮這四個層

級的因素。他表示以往地盤管理階層

只以監督和各種規則防止工人違規，

而現在的安全管理是人為主，透過上

司對下屬的關懷、工人與工人之間的

互相關心，從而鞏固前線員工的安全

行為，令他們可以自律落實安全制度。

事實上，通過培訓及提供指引去

防止意外事故再次發生，只能對犯錯

原因為誤會、誤解及不明白工作方法

所引致的意外有幫助。對疏忽做錯、

遺漏或忘記所引致的意外，例如按錯

按鈕、忘記採取行動及調亂步驟，單

靠培訓和指引就很難奏效。因此，要

有效減少人為錯誤所導致的意外，需

要一種提高工作時警覺性及準確度的

方法。根據日本鐵路技術研究所有關

「指差呼稱」技巧的有效性的研究結果

顯示，在推行「指差呼稱」之後，人為錯

誤的比率大幅下跌 84%。土木工程拓展

署總土力工程師鍾偉強先生認為，「指

差呼稱」已在日本普遍使用，在預防工

作意外上亦有顯著成效。雖然香港有

承建商採用「指差呼稱」，但仍然尚未

普及，由於「指差呼稱」還沒有被完全

接受，建造業的前線員工並未習慣採

用，實施時難免會覺得很不自然，更

有不少工友質疑成效，認為簡單的動

作，未必能有效防止意外發生。鍾先

生提議可與香港的大學合作，研究「指

差呼稱」在本港推行的成效、更可透過

電視、公開講座、研討會等，將相關資

訊傳播開去，使大眾都明白、清楚及

接受，工友在使用「指差呼稱」時的抗

拒感就能減低，並減輕尷尬。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黃仲良先生表示，發
展局進行了「人為因素分析方法」的調查，分析 2011

年和 2012年工務工程中所發生約 350宗意外事故。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土力工程師鍾偉強先生提議可透
過電視，公開講座、研討會等，將「指差呼稱」的相
關資訊傳播開去。

兩間曾經獲得公德地盤嘉許計劃

金獎的承建商，鑽達地質工程有限公

司與惠保（香港）有限公司，均有在工

序上應用「指差呼稱」，鑽達地質工程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凱帆先生分享推

行「指差呼稱」的經驗時指出，「指差呼

稱」是一套有助工友於施工時提升個人

專注力的有效方法，所以管理層決意

推行，讓工友於施工時採用，從而減

少工友進行重複工序時所產生的人為

失誤。在鑽探工序上，最經常發生的

人為意外是從鑽孔內取出泥辦或石辦

的工序，而業界最常出現的工人受傷

個案，通常是跟機工人被重物夾傷手

部，該工序牽涉到由機長操作吊重裝

置，及由跟機工人使用牙鉗作固定鑽

桿或拆鬆鑽桿，並且每次取泥辦或石

辦以後，都需要重複進行該工序，而

且鑽孔深度越深，重複該工序的次數

就會越多，出現人為錯誤的機會就越

大。林先生表示，為了預防意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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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研製了一個「牙鉗套」，以規範跟

機工人之手部不可放置於有機會受傷

的位置外，還在此工序上推行「指差呼

稱」，從而加強工友之警覺性，避免意

外發生。林先生認為，基於文化上的

差異，很多工友於實行「指差呼稱」時

會覺得尷尬，需要花一段時間方可適

應。此外，由於鑽探的工作涉及操作

機械，工作位置在聽覺保護區內，工

作環境較為嘈雜，因此工友都反映未

能清楚聽到呼聲，減低了「指差呼稱」

的效果，不過林先生強調，公司會定

期檢討，繼續推行「指差呼稱」，希望

令員工養成習慣。

人的「警覺性」和「準確性」，從而控制

人為失誤，減少事故發生，保障員工的

安全與健康，提高生產力。在考慮實行

「指差呼稱」前，工程團隊與安全部在

小組會議中利用「思維衝擊法」和俗稱

「魚骨分析法」的「問題成因分析法」，

從涉及工友（人）、機械設備（機）、物

件（物）、方法（法）和環境（環）五方面

分析現有問題，從而找出改善對策，

及後亦決定是否實行「指差呼稱」作為

改善對策。

學習日本文化的服從性始終是要慢慢

用時間去沉澱，有見及此，推廣及實

行「指差呼稱」初期，先向鑽探機操作

資歷較淺的機組作為試點，採取的是

循序漸進的方法，由年輕鑽探機組開

始，取得成功經驗後，才逐步推廣到

其他資深鑽探機組，以至整個部門。

顏先生指出由 2012年開始推行至今，

透過多次部門的工作坊和研討會，整

個探土部已知悉「指差呼稱」的背後理

念，至於全面實施只是時間及時機問

題。「我們透過前線同事觀察（屬兼任

性質），將機組做得好或有待改善的『指

差呼稱』操作，即時與同事溝通，令推

行指差呼稱操作時的阻力減至最低。

而事實上，機組操作人員的「警覺性」

和「準確性」的確提升不少，在意外率

及生產進度中能顯示出來。希望久而

久之，無論是較資深的機組還是資歷

較淺的機組，都能將『指差呼稱』操作

演變成工作習慣。」顏先生補充說，實

行「指差呼稱」於鑽探機操作上可視為

軟件上的應用，其實要做到減低人為

失誤的效果更顯著，硬件上的應用亦

很重要，所謂要軟硬兼施。最近，工程

團隊亦研發出一個「扳手輔助工具」，

讓工人手握扳手時能遠離容易引起手

部受傷的危險位置，軟硬兼施的配合，

對減低因人為失誤而引致的意外，能

帶來顯著效果。 

鑽達地質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凱帆先生指出，
為了預防意外，公司自行研製了一個「牙鉗套」，以
規範跟機工人之手部不可放置於有機會受傷的位置
外，還在此工序上推行「指差呼稱」，從而加強工友
之警覺性，避免意外發生。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推行「指差

呼稱」已經有兩年時間，董事及經理

（探土）顏秋南先生表示，當時公司工

程團隊及安全部主動提議，嘗試把「指

差呼稱」引進施工程序，尤其是希望實

行於勘探中操作鑽探機的工序上，因為

在過去因操作鑽探機而引致的手部受

傷意外多屬人為失誤，所以希望前線員

工透過身體感官並用協調，以提高工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及經理（探土）顏秋南先
生表示，推廣及實行「指差呼稱」初期，先向鑽探機
操作資歷較淺的機組作為試點，採取的是循序漸進
的方法，由年輕鑽探機組開始，取得成功經驗後，
才逐步推廣到其他資深鑽探機組，以至整個部門。

決定實行「指差呼稱」作為其中一

項改善對策後，工程團隊便透過預先找

出操作鑽探機工作上的「潛藏危險」，

利用「指差呼稱」直接呼出要達到的目

標，從而產生預警作用。工程團隊以鑽

探機操作二人一組的方式，通過二人

共同指認及呼喚對象的方式，以統一

對目標的意識，加強鑽探機組的團結

及連繫感。不過在實行初期，操作人

員對「指差呼稱」有所抗拒，尤其以較

資深的鑽探機機組為甚，顏先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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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 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ward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第十三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職業安全健康局由 2002年起，每

年均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工會、商會

及專業團體合辦「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

獎」，表揚職安健表現傑出的企業，以

鼓勵機構實踐及持續提升其職安健水

平，同時透過入圍機構於會上分享其行

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及方法，使優

秀的職安健措施能滲透到各行各業，

廣傳職安健文化。

本屆分享會暨頒獎典禮已於 2014

年 9月 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在社會各界的踴躍支持下，今年大會

接獲 120間機構共 312個項目參賽，競

逐 9大獎項（詳細得獎名單參見第 35至

36頁）。當日 31個入圍機構於分享會

上以話劇、演講等生動有趣的形式分

享職安健經驗及心得，讓參加者獲益

良多，安全主任劉先生所任職的機構

雖然沒有參賽，但亦親臨分享會觀摩

學習，希望藉此了解同業現時的職安

健措施；來自物業管理行業的李小姐

認為，參賽項目內容均全面切合各階

層及工種需要，而且分享方式生動有

趣，能有效傳達職安健的訊息。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建造業組

別」金獎由瑞安建業有限公司奪得。瑞

安多年來推行三層管理架構，由執行

董事、總經理及地盤經理分別出任各

委員會主席，以加強各階層的管理及

溝通。該公司安健環經理韋國傑先生

表示：「在制訂安全制度時，本公司採

取『以人為本』的方針，例如配合工人

日常的工作習慣，令工人更易適應和

使用新的作業安全要求及模式，並增

加支援、現場指導及訓練，務求令安

全制度得以落實執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頒發「安
全管理制度大獎－建造業組別」金獎予瑞安建業有
限公司。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 presented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Gold Award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SOCAM Development Ltd.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其他行業組

別」金獎由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奪

得。該公司於 2005起推行「安全行為模

式觀察計劃」，以糾正同事的不良工作

習慣，從而減少人為意外；同時舉辦

多項宣傳活動及培訓項目，積極提倡

職安健企業文化；並系統化地檢視貨

站的職安健措施及鎖定改善策略，成

功於 2009年獲得OHSAS 18001職安健

管理系統認證。該公司營運服務部執

行董事陳耀揚先生表示：「這項大獎引

證了管理貨站團隊多年來致力推廣安

全文化的努力。」

「安全改善項目大獎」金獎由駿輝

建築有限公司「將軍澳地盤TKO66A 

(TKOTL113)－吊運預製件系統」獲得。

由於使用傳統吊運裝卸預製件時，需

要工人攀上預製件頂部，構成絆倒及

高處下墮風險；駿輝因而設計了新式

吊架，讓工人只需於地面操作，既不

會影響預製件的結構及質量，亦提升

施工安全水平。

「安全改善項目大獎」金獎為駿輝建築有限公司
「將軍澳地盤TKO66A (TKOTL113)－吊運預製件系
統」，透過重新設計吊架，有效地避免工人高處工
作而引發意外。
The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Gold Award goes 
to Chun Fai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for its 
entry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Tseung Kwan O 
Area 66A (TKOTL113) – Lift-bolt Clamp. Chun Fai 
has designed a new lifting clamp which effectively 
elimates the need for workers to work at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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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推廣大獎」金獎由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自 2004年起推出的「安全獎勵

計劃」奪得。該計劃鼓勵員工與部門為

公司構思及積極參與安全活動，並以

安全積分作為紀錄，每年年終可將所

有積分轉換為慈善捐款，捐贈予部門

指定的認可慈善機構，於提升同事安

全意識的同時，亦惠及社會上有需要

人士，實現多贏成果。

「香港保險業聯會職安健大獎」金

獎由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有你、有

我，共攜手：『重返工地計劃』」奪得。

該計劃旨在透過及早為工傷同事提供

適時與全面的評估及治療，讓工傷同

事循序漸進地從事合適的工作，盡早

復工，重建自信及安全感；並為個案

進行分析以推行改善行動，消除同類

工傷風險，延續計劃成效。

「工作安全行為大獎」金獎由香港

電燈有限公司「輸配電科－六大介面的

工作安全行為計劃」奪得。該計劃培訓

了 61位工作安全行為觀察員，於 2012

至 2013年間進行共 379次的現場觀察。

港燈更提倡「不記名，不記過，不責備」

的政策，讓員工可在無壓力的環境下

執行計劃，逐步改進安全工作行為。

「指差呼稱大獎」金獎由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車務處的「手指確認程序－直

通車調車之應用」項目奪得。該計劃於

2012年開始推行，專為直通車於紅磡

站進行機車調車而設。計劃實施以來，

再沒有發生列車分離或員工因風喉事

故受傷的直通車調車營運意外，成效

可見一斑。

「指差呼稱大獎」金獎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車務處
「手指確認程序－直通車調車之應用」。為使資深組
員順利過渡到新執行程序，港鐵於推行計劃初期特
別加強培訓，讓員工了解執行「手指確認程序」的
重要性。
The Pointing and Calling Gold Award was won by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f MTR Corporation Ltd 
for its entry Fingering Procedure for Through Train 
Shunting. MTR has conducted in-depth training 
to ensure smooth transition to new operating 
procedures.

「安全文化大獎」金獎由香港中華

煤氣有限公司的「由心出發，共享煤氣

安全及關愛文化」計劃獲得，當中包括

推廣領導及承諾文化、告知文化、報

告文化、學習文化、策劃及風險管理

文化、公平及關愛文化、溝通文化、參

與及宣傳文化，務求上下一心，配合

有效的安全管理系統及溝通渠道，積

極推廣職安健。

「職安健年報大獎」金獎亦同樣由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奪得。中華煤

氣參考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的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G4以增加報告的

透明度。透過與持份者會面或問卷調

查等形式進行實質性評估 (Materiality 

Assessment)，以訂定對公司及持份者

重要的內容，及確定審查範圍，從而

加強與持份者溝通和合作。

主禮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GBS，太平紳士於致辭時直言勞工

處肩負執法責任，務求遏止不安全的

工作行為。勞工處每年進行 5萬多次恆

常地盤巡查；今年首 7個月，更針對高

處工作及吊運操作進行特別巡查執法

行動，共發出超過 730張法定通知書及

提出超過 450宗檢控，希望透過嚴厲執

法，加強僱主僱員履行職安健責任的

意識，讓人人都可以「開工重安全，家

庭樂團圓」。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致辭時
表示，分享會讓各行各業互相交流借鑒最佳實務經
驗，而職安健知識除應用於工作間外，同時亦可以
擴展到日常生活，提醒身邊親朋好友工作時的注意
事項。
Ir Conrad Wong Tin Cheu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mentioned in his speech that the Forum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share 
their best practices which not only can be applied to 
the workplace, but also serve as a warm message to 
friends and family.

「宣傳推廣大獎」金獎為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安全獎勵計劃」，該計劃以積分紀錄員工優異的安全意念及表現，並可
兌換成慈善捐款，別具意義。
The Safety Promotion Gold Award goes to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for its entry Safety Incentive Scheme. The scheme 
recorded outstanding safety performance with a point system and accumulated points can be converted into donations.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

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香港職安健大

獎已舉辦 13年，社會各界的職安健意

識有明顯改善。職安局相信只要僱主

僱員齊心，積極建立安全工作環境，

就可以創造多贏局面。職安局將繼續

參考世界各地先進的職安健管理，為

機構提供專業技術、創新的職安健解

決方案，帶動香港職安健發展達致國

際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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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Occupat ional 
Safety & Health Award (the ‘Award’) 
is an annual signature OSH event co-
organized b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 l th  Counc i l ,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various trade unions, 
chambers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since 
2002. The Award aims to encourage 
organization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OSH systems through recognizing 
best practices and outstanding OSH 
performance across all industries.

T h e  F o r u m  a n d  A w a r d 
Presentat ion Ceremony was he ld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on 5 September 2014. 
The Award received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all sectors this year, with 
312 entries from 120 organizations, 
competing for 9 categories of awards 
(for the list of winners, please refer to 
pages 35-36). A total of 31 shortlisted 
organization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innovative OSH ide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counterparts and to 
facilitate cross-industries experience 
shar ing . Mr Lau , a Sa fety Of f icer, 
though his organization did not take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found the 
Forum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participants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OSH measures of other companies. 
Ms Li from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appreciated very much the 
i n te re s t i n g  p re sen t a t ions  by  the 
shortlisted organizations which allowed 
the audience to learn from the entry 
projects effectively.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Gold Award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went 
to SOCAM Development Ltd (the ‘Shui 
On’). Shui On adopts a three-tier safety 
management structure. Relevant safety 
committees are chaired by Executive 
D i re c t o r, G e n e r a l  M a n a g e r  a n d 
Project Managers to enhance vertical 
communication. ‘The Company has 
taken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when 
formulating our safety system. New 

operation practices would tie in with 
the usual working habits of workers to 
ensure smooth transition. Extra on-site 
guidance and training are also provided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ty system,’ said Mr K K 
Wai, Manager –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company.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頒發「安
全管理制度大獎－其他行業組別」金獎予香港空運
貨站有限公司。
Mr Matthew Cheung Kin 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 presented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Gold Award in Other Industries 
to 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s Ltd.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Gold 
Award in Other Industries went to 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s Ltd (‘Hactl’). In 
2005, Hactl launched a Behavioral-based 
Safety Observation Campaign (‘BBSO’) to 
encourage proper working habits at the 
workplace and to promote safety culture. 
Hactl also proactively initiated a review of 
the OSH system and strategies which led 
to OHSAS 18001 Certification in 2009. 
Mr Kenneth Ch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Operation Services, believed that the 
Gold Award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effort 
and contribution of staff from all levels 
over these years, and it also marked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Hactl’s safety 
development.

The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Gold 
Award went to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Tseung Kwan O Area 66A (TKOTL113) 
– Lift-bolt Clamp by Chun Fai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Chun Fai’). Traditional 
precast facade lifting required workers to 
climb up to the top of the precast unit, 
which increased accident risk. In view of 
this, Chun Fai designed a new lifting clamp 

that allows workers to secure the precast 
unit to the hanger while standing on the 
ground. This not only eliminates the need 
to work at height, but also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The Safety Promotion Gold Award 
went to Safety Incentive Scheme by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Launched in 2004, 
the scheme aims to rais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its staff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upport the underprivileged 
in the society. It encourages staff and 
departments to contribute safety ideas 
as well as take part in safety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 by rewarding ‘safety 
points’. All points would be converted 
into donations to charities designated 
by the respective departments at the 
end of each year.

「香港保險業聯會職安健大獎」金獎由東華三院黃
大仙醫院「有你、有我，共攜手：『重返工地計劃』」
奪得。該團隊透過音樂劇表現計劃內容，令人留下
深刻印象，同時獲頒最佳演繹獎銅獎。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Gol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OSH went to TWGHs 
Wong Tai Sin Hospital for its Proactive approach 
in ‘Safety Workplace Return-to-Work Program’: A 
Journey to Excellence. The Awardee also presented 
an impressive musical to share the program idea 
at the Forum which also brought them the Best 
Performance Bronze Award.

The Hong Kong Fede ra t i on o f 
Insurers Gol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OSH 
was won by TWGHs Wong Tai Sin Hospital 
for its Proactive approach in ‘Safety 
Workplace Return-to-Work Program’: A 
Journey to Excellence. In order to assist 
injured staff to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minimise any 
negative emotional impact, the Program 
provides immediat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to injured 
staff. Duty would be re-assign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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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based on the recovery progress. 

This allows staff to resume their work 

step by step. Post-case-study is also 

arranged for taking necessary actions to 

eliminate OSH risk hazards.

「安全文化大獎」金獎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由
心出發，共享煤氣安全及關愛文化」計劃獲得。該
公司新設互動體感健安環資源中心，加強員工培
訓，確保落實安全文化。
The Safety Culture Gold Award went to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for its entry 
Towngas Safety and Caring Culture. The Company 
has set up a brand new interactive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Centre to strengthen staff training.

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馮宜萱太平紳士頒發
「工作安全行為大獎」金獎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獲
獎項目為「輸配電科－六大介面的工作安全行為計
劃」。
Ms Ada Fung Y in Suen , JP, Deputy Director 
(Development &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ing 
Department, presented the Work Safe Behaviour 
Gold Award to the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Division of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td for 
its Six-dimension Approach (5M1E) in Work Safe 
Behaviour Programme.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以話劇形式演繹其「全方位
立管檢修計劃」，活潑有趣，包攬四項演繹金獎，
包括「最佳視覺效果獎」、「最佳劇本獎」、「最佳演
繹人員獎」及「最佳演繹獎」。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illustrated its entry 360° Total Riser Solution with 
a lively and amusing drama which has won all Gold 
Awards in performance, namely, the Best Visual 
Effects Award, Best Screenplay Award, Best Performer 
Award,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

Towngas also achieved the OSH 

Annual Report Gold Award. Apart from 

adopting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 I )  G4  S u s t a i n ab i l i t y  R epo r t i n g 

Guidelines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its report, a materiality assessment 

with stakeholders by interview and 

quest ionna ire was carr ied out to 

ident i fy the areas of concern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practice also 

enhanced the communicat ion with 

stakeholders.

In his speech, Mr Matthew Cheung 

Kin 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highlighted the work of 

Labour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n suppressing unsafe work behaviour 

t h r o u g h  l aw  e n f o r c e m e n t . T h e 

Department conducts more than 50,000 

regular construction site inspections 

every year.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this 

year, the Department arranged special 

inspe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high 

accident rate in relation to working at 

height and lifting operations. More than 

730 legal notices were issued and 450 

prosecutions were taken out. It is hoped 

that with vigorous law enforcement,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ould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ir OSH 

duties and pay serious attention to 

safety at work.

Ir Conrad Wong Tin Cheu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i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remarkable OSH 

improvements in all sectors since the 

Award was first given 13 years ago. 

The Council believes that building a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brings about a win-win situation to all. 

The Council will continue to introduce 

pro fess iona l  and innovat i ve OSH 

practices from overseas to maintain 

Hong Kong as a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OSH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The Transmiss ion & Distr ibut ion 

D i v i s i o n  o f  t h e  Hongkong  E l e c t r i c 

Company L td  won the Work Sa fe 

Behav i ou r  Go l d  Awa rd  fo r  i t s  S i x -

dimension Approach (5M1E) in Work Safe 

Behaviour Programme. A total of 61 in-

house Work Safe Behaviour Observers 

were tra ined for the Programme . 

Between 2012 and 2013, 379 s ite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under 

a ‘No Naming, No Reporting and No 

Reprimanding’ principle to encourage 

staff receptiveness to the programme.

The Po in t ing and Ca l l i ng Go ld 

Award went to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f MTR Corporation Ltd for its entry 

of Fingering Procedure for Through Train 

Shunting. The Fingering Procedure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shunting of through 

train locomotives at Hung Hom station 

since 2012.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no train divide or air hose incident 

recorded which told its effectiveness.

The Safety Cul ture Gold Award 
was won by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 td ( ‘Towngas ’ )  for 
its entry Towngas Safety and Car ing 
Culture. Towngas advocates Leadership 
and Commitment, Informed Culture, 
Reporting Culture, Learning Culture, 
Risk Aware and Planning Culture, Just 
and Care Culture , Communication 
C u l t u r e ,  a n d  P r o m o t i o n  a n d 
Involvement Culture. Supported by its 
matur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owngas has 
mobilized staff from all levels to take 
part in promoting safe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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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主要得獎機構
The 13th 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ward List of Major Winners

獎項 Award 機構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建造業組別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ward – Construction

金Gold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SOCAM Development Ltd

銀 Silver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Chun Wo Foundations Ltd

優異Merit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Paul Y.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其他行業組別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ward – Other Industries

金Gold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s Ltd

銅Bronze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arri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優異Merit 新中國洗衣有限公司 New China Laundry Ltd

安全改善項目大獎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Award

金Gold
駿輝建築有限公司－將軍澳地盤TKO66A 

(TKOTL113)－吊運預製件系統
Chun Fai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Tseung Kwan O Area 66A (TKOTL113) – Lift-bolt Clamp

銀 Silver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全方位立管檢修計劃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 360º Total Riser Solution

銀 Silver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蟲蟲特工車 Hong Kong Disneyland Resort – Bugbuster

銅Bronze
中電工程有限公司
－11KV配電制房項目－易裝架

CLP Engineering Ltd

–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Project for CLPP – Megatron

優異Merit
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小型土木工程合約－易安全系統

Kum Shing (K.F.)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 Minor Building/Civil Engineering Works Contracts – eSHEQ 

system for Minor Civil Works

優異Merit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南丫電廠改善工程－遇溺警報裝置

Paul Y.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 Improvement Works at 

Lamma Power Station – Drowning Alarm System

宣傳推廣大獎 Safety Promotion Award

金Gol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安全獎勵計劃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 Safety Incentive Scheme

銀 Silver 養和醫院－齊齊潔手 20秒 健康生活不可少
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

– Health at Your Fingertips Clean Hands 20 sec

銀 Silver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
－健體十式達人大召集

Hospital Authority – New Territories East Cluster

– A Call for NTEC Fitness Exercise Proficient

銅Bronze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安老服務職安健推廣計劃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 YCHSS OSH Promotion Scheme for Elderly Services

銅Bronze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安全第一」文化推廣計劃

MTR Corporation Ltd – Safety – First Culture Campaign

香港保險業聯會職安健大獎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OSH

金Gold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有你、有我，共攜手：「重返工地計劃」

TWGHs Wong Tai Sin Hospital – Proactive approach in ‘Safety 

Workplace Return-to-Work Program’: A Journey to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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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行為大獎 Work Safe Behaviour Award

金Gold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輸配電科
－六大介面的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td –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Division – Six-dimension Approach (5M1E) in Work 
Safe Behaviour Programme

銀 Silver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技術服務部
－前因、行為、後果之全方位行為風險控制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 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 
Total ABC-PWRA

銅Bronze
俊和－中國中鐵－中鐵大橋局聯營
－HY/2009/19中環灣仔繞道－北角段隧道及
東區走廊連接工程

Chun Wo – CRGL – MBEC Joint Venture – HY/2009/19 
Central – Wan Chai Bypass – Tunnel (North Point Section) and Island 
Eastern Corridor Link

優異Merit
中國建築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聖保祿醫院擴建B院機電項目

China State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td
– St. Paul’s Hospital Re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Superstructure 
of Block B

優異Merit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大埔超級城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 Tai Po Mega Mall

指差呼稱大獎 Pointing and Calling Award

金Gol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車務處
－手指確認程序－直通車調車之應用

MTR Corporation Ltd – Operations Division
– Fingering Procedure for Through Train Shunting

銀 Silver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輸配電科
－指差呼稱應用在繼電保護裝置隔離及還原
工作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td
–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Division – Application of Pointing 
and Calling System in Protection Isola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銅Bronze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物業管理部
－藍天海岸－指差呼稱程序－屋苑維修及清
潔工作之應用

MTR Corporation Ltd
– MTR Proper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 Coastal Skyline – 
Application of Pointing and Calling Procedures –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Works in Property Management

優異Merit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埔寶鄉街公屋發展項目和洪水橋
第 13區第 2期公共交通交匯處建造工程（合
約編號 20120647）－工地電力系統檢查安全
程序

Hip Hing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 Construction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Development at Po 
Heung Street, Tai Po and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at Hung 
Shui Kiu Area 13 Phase 2 (Contract No. 20120647) – Safe Working 
Procedure for Inspection of Site Electrical System

安全文化大獎 Safety Culture Award

金Gold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由心出發，共享煤氣安全關愛文化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 Towngas Safety and Caring Culture

銀 Silver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攜手推動安全文化，齊建立「安全大家庭」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 Building Our Safety Family with Total Safety Culture

銀 Silver 香港機場管理局－安全繫我心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 Safety is The Heart of Our Business

優異Merit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安全文化之建構及管理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elfare Council Ltd
– To Set-up and Manage the Safety Culture

職安健年報大獎 OSH Annual Report Award
金Gold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td

銅Bronze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SOCAM Development Ltd

優異Merit 俊和發展集團 Chun Wo Development Holdings Ltd

優異Merit 香港房屋協會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得獎機構完整名單，請瀏覽：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HKOSH_Award_2014_Winner_List.pdf

For the full version of winner list, please visit: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HKOSH_Award_2014_Winner_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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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同樂 關愛未來
「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健學院」於

2011年啟用，提供更多場地作職安健培

訓、宣傳及研究等用途，致力為大眾提

供更多元化的職安健服務。今年，「職

安健學院開放日」於 8月 22日舉行，並

吸引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及市民大眾

到臨參觀及體驗。

當日活動豐富而且老少咸宜，包

括較靜態和著重理論分享的職安健課

堂示範、專題講座、影片分享及參觀各

職安健模擬工作間，亦有供親子和在

場人士一併參與的伸展運動工作坊和

互動模擬職安健設備操作。學院更安

排了導賞團，方便大眾有系統地了解

各項學院設施及職安知識。在示範及

工作坊活動正式開始前，許多市民已

扶老攜幼絡繹步入青衣職安健學院，

一窺各項展示環節。

亦提供與此課堂主題相關的「樹藝工作

安全個人防護裝備示範及體驗」，讓參

觀者有機會親身試穿樹藝工作專用的

安全腰帶，了解其中的職安健知識。

當日活動亦加插互動環節，讓參

加者能親身體驗職安健設備的使用，

當中包括模擬剷車操作、佩戴供氣式

呼吸器示範及體驗、電子滅火筒模擬

救火等項目。參觀長者紀女士和吳女

士表示，是日參觀活動內容豐富精彩

而且經過親身體驗，將更有助長者具

體了解各項實用的安全知識。

隨同母親和弟弟到臨參觀的李小

朋友表示「爬樹」（樹藝工作安全示範）

和「狗狗」（避免被狗咬傷示範）逼真生

動最為吸引。長者和小童之外，與兩

位同學一起前來參觀的學生 Elvis，則認

為樹藝工作由真人在職安局花園攀爬

示範，印象最為難忘。

參觀者可以在導師的指導下試穿樹藝工作專用的安
全腰帶。

開放日設有職安健檢查站，不少專程到臨的長者均
會順道量度自己的健康指標，了解自己的身體狀
況。

讓參觀者試載不同行業的個人防護裝備。
當日不少父母帶著他們的孩子參與「電子滅火筒模擬
滅火」的互動環節，表現出親子的合作及教育精神。

生動示範 精彩吸引
最受參觀人士歡迎的其中一個活

動為「如何避免在工作中被狗咬傷示

範」，活動中出動了兩頭巨型狗隻，場

景逼真生動，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

示範專員更會即場提問，如問及在場人

士如郊遊時遇上狗隻應當如何反應，

讓他們知道很多職安知識是工作和日

常生活皆適用，亦釐清許多料想中的錯

誤處理方法。另外一個課堂示範－「樹

藝工作安全健康及示範」則有專家在職

安健學院地下花園作攀爬示範，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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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安全 具體展現
學院開放各實習場地以展示和簡

介有關的職安健知識，例如密閉空間、

吊重及高空工作、燒焊、裝修維修、家

務助理、辦公室安全、飲食業安全、化

學品及醫療廢物棄置等，並有駐場專

員為參加者提供講解，讓參觀者對各

工作及生活場所的職安健議題有更具

體全面的認識。例如在家務助理工作

訓練場地，會為參加者展示多種穩固

的腳踏以便家務助理可安全地進行高

處工作。並指出一般家用的椅子並非

合適的工具及可能引致意外。在裝修

維修工程及磨輪訓練課室中，來賓則

可看到職安局從韓國引進，嵌有多把

小型風扇的防中暑背心，許多人均表

示大開眼界。

職安關鍵 重點分享
近年都市人無論在家或出外均

「機」不離手，社會更為這種沉迷使用

手機的群眾賦予「低頭族」的稱號，意

謂他們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開放日

的伸展運動工作坊中特設「低頭一族」

Keep Fit彈力帶操，讓參加者認識如何

舒展因使用手機而引致的肌肉痠痛。

帶領Keep Fit彈力帶操的體適能教練林

慧儀女士表示，現時智能手機流行，許

多人經常彎身用機，變身低頭一族，背

部拉緊，胸前屈縮。因此Keep Fit操透

過伸展腰背及胸口肌肉，連帶舒緩頸

椎積累的壓力。「有時在公共地方看到

一些人，因為疲倦將手機放在大腿，頭

垂得深深，胸背受的壓力份外沉重，要

小心提防其所引致的後患。」她建議健

康使用智能手機的方法與安全使用電

腦的知識差不多，盡量保持視線與屏

幕成水平線，而教練本人不論用手機

還是看書，都會將手機或書本抬起，

避免造成胸背受壓。

沈導師與職安健學院合作開辦課程，

學員有機會親身面對「（經受訓練的）惡

犬」，許多戶外工作人員如電力公司員

工、郵差等，都會報讀有關課程。

負責「如何避免在工作中被狗咬傷

示範」的職安健學院兼職導師沈偉志先

生指出，戶外工作人員不論在市區或

郊外均有可能遇上惡犬。市區遇到的

狗隻一般體形較小，有時人們反而因

此忽略了牠們對人們構成的危險。許

多人的直接反應如轉身逃跑、被咬時

擊打狗隻期望脫身等，並無從狗隻的

角度思考，反而會令情況變壞。現時

模擬剷車操作讓參觀者置身虛擬場景，並在導師指
導下了解如何正確地操作剷車進行貨物運送。

不少參觀者攜老扶幼一同參與伸展運動工作坊，舒
展筋骨。

暑假即將完結，職安局實習生們在職安健學院前拍
照留念。

導師示範狗隻不受控制時應如何應對。

從實習生角度看職安健
職安局特意安排暑期實習學生參

與開放日的運作，以讓他們體驗更多

職安健的工作內容。實習生陳雪儀同

學表示，到職安局實習三個月以來，獲

得指導同事的悉心教導，而開放日當

天她負責噪音評估及聽力保護室，感

受到許多市民一方面緊張聽力受損，

另一方面亦欠缺恰當的評估知識，而

她也實際感受到聽力的重要，自覺今

後要好好保護聽力。郭梓俊同學負責

開放日的導賞團，過程中感覺職安局

的安全設施十分先進，像冷凍衣便令

他一新耳目。從實習中，他深切體會

到職業安全知識的重要，如今在街上

見到搭棚工程，也變得關心起來，停

步細察工程的安全措施是否妥當。 



隧道工程
工作安全推廣活動
隧道工程
工作安全推廣活動

隧道工程工作安全推廣活動
綠十字  GREEN CROSS  九月/十月  Sep/Oct 201439

目前香港多項大型基建項目正進

行得如火如荼，當中有為數不少的隧

道工程，為提高業界對隧道工程的安

全施工意識，以及探討可行及有效的

工作意外預防措施，職業安全健康局

聯同勞工處於 2014年 8月 26日假北角

青年協會大廈舉辦了「隧道工程工作安

全及健康研討會」，由四位分別來自勞

工處、職安局、香港職業安全健康聯

會及AECOM的講者，從不同角度講解

進行隧道工程需要注意的職安健事宜。

勞工處署理高級分區職業安全主

任羅日新先生在其演講中以數段模擬

隧道工作的動畫指出隧道入口、隧道

內及於隧道石面的危險區域工作需要

不同的管理系統。要加強隧道的工程

安全，羅先生提出應設立安全工作系

統以處理危險的區域，包括危險評估、

工作許可證制度、石面的穩固措施、

控制進入危險區域的措施、處理盲炮

的程序等等。針對有毒氣體及塵埃，

應設置有效的抽風系統；流動的機械

設備及車輛也應和工人適當地隔離。

羅先生又指出，目前缺乏專為少數族

裔工人而設的安全指導和針對不同工

作的安全訓練，此方面有待加強。

根據香港法例，工地每六個月須

由註冊安全審核員進行審核，審核內

容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及 14個安全管理

元素，詳細審核每個部分是否有改善

空間，並提供建議。職安局高級顧問

徐健威先生就隧道建造工程的安全審

核程序進行了詳盡的講解，並介紹由

職安局研發以協助審核員進行審核的

審核系統－「獨立安全稽核計劃」，簡

稱 ISAS。ISAS早在 1996年由職安局和

當時的工務科共同建立，目的是協助

工務工程的承建商提升他們的安全表

現，亦希望幫助全港的承建商整體改

善他們的安全表現。徐先生強調，每個

工程和地盤面對的風險不同，因此風

險評估內，會針對現場情況的危害、

工序、設備，作針對性的風險評估。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聯會名譽

顧 問 盧 漢 揚 先 生 就 利 用「 5 C 」，

配上隧道安全的實例，分析安全

從 業 員 於 隧 道 工 程 中 應 擔 當 的

角 色，這 5 個「 C 」分 別 是「挑 戰

(Challenge)」、「承擔 (Commitment)」、

「稱 職 ( C o m p e t e n c y ) 」、「溝 通

(Communication)」及「關愛 (Caring)」。

盧先生指出，隧道工程和路面工程不

同之處在於進行路面工程時可以全面

知道路面情況，而隧道工程則包括許

多未知因素，因此隧道工程面對的挑

戰就更大。在意外發生時，安全主任時

常被認為需負上最大責任，但其實一

項工程的角色亦有「3C」，分別是「客戶

(Client)」、「顧問 (Consultant)」及「承建

商 (Contractor)」，如沒有客戶，顧問及

承建商也不會存在，因此一項工程的

安全，除了安全主任有責任外，客戶

和顧問亦應對安全抱嚴謹的態度。

研討會現場設有櫃枱免費派發建造業相關的刊物，
吸引不少參加者索取。

研討會結束前，職安局高級顧問方立行先生主持問
答環節，與當日四位講者一同解答參加者對於講題
的各種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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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OM香港區水務及城市發展駐

地盤總工程師陳啟遠先生就以問題引

發出席人士的思考，探討隧道工程的

安全管理。他提出：「地盤安全究竟是

誰的責任？」陳先生表示，業主可以提

供足夠工期、充足施工空間、清晰的

指示，並要有伙伴精神，分擔風險；顧

問公司方面，可以提出安全設計，並

制訂安全標準，方便承建商執行及和

承建商進行討論，向他們提供意見。

陳先生指有承建商向他表示，沒有良

好計劃，以致施工安全出現問題，成

為阻慢進度的主因，證明承建商也明

白施工安全能令整項工程進行得更暢

順，自然能更快完工。

會後的問答環節中，有參加者問及

如何確保鑽挖過程中隧道壁的穩固，陳

先生指出挖掘前灌漿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確保爆破後仍有足夠時間去進行

臨時支撐。另有參加者問及應如何推

行工作安全行為工具，徐先生就指出

一宗嚴重意外的背後有很多輕微事故

發生過，例如使用危險梯具，可能三百

次才有一次受傷，但假如每次都是在

意外發生後才進行意外調查，就浪費

了很多可以改善的機會，因此工作安

全行為工具最主要是透過安全行為觀

察，針對性去進行改善措施，方可確

保工地安全。

參加者羅先生為一名安全主任，

特地參加是次研討會，增加隧道工作

安全方面的知識。他表示對勞工處就

系統性安全問題及職安局對安全稽核

的詳細講解印象最深，原因是與其目

前的工作關係密切，是次活動所有講

者講解均令他對隧道工作安全方面有

更深的了解。

工友正確的佩戴方法。現場約 50名工

友在過程中專注於講者的演講，於問

答環節中更踴躍發問相關的問題。其

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代表沈林芬女士

向在場工友講述其已故丈夫因沒有扣

好安全帶而跌死的慘痛經歷，丈夫的

事故為沈女士帶來不能磨滅的傷痛，

她更向工友強調要做好安全，不要重

蹈其亡夫的覆轍。現場一名工友聽過

沈女士的分享後也有所感觸，表示會

更加注重安全，另外他表示因日常工

作中亦會面對大量粉塵，因此勞工處

代表講解如何正確佩戴呼吸器以保障

自身健康的部分對他甚有幫助。

為了加強建造業前線工友及判頭

在進行隧道工程時的安全健康意識，

職安局、勞工處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於今年 8月 29日到訪了一個即將進行

海底隧道工程的地盤，於工友午飯期

間提供健康飯盒及進行隧道工程工作

安全健康的課題演講。活動上，勞工處

職業健康護士李伊華小姐及職業環境

衛生師關仲天先生分別講解隧道工程

從業員有機會面對加壓的工作環境及

塵埃導致的疾病，李小姐提醒工友，

當工友在隧道的加壓環境完成工作，

就要進行正確的減壓程序，否則原本

在加壓狀態下溶解於血液中的氮氣氣

泡，有可能突然被釋放出來而導致不

同程度的減壓病。常見的症狀包括肩

膊或膝關節痛，嚴重可導致死亡。因

此工友必須進行體格檢查並遵從氣壓

室相關安全措施工作，要有足夠休息

及補充水份，從而減低患上減壓病的

機會。關先生亦向工友介紹了各種不

同防護系數的面罩或呼吸器，並教導

職安局亦有開辦「隧道挖掘工程工

作安全及氣壓病預防」課程，主要供從

事隧道及挖掘工作的主管、督導員、工

人及其他技術人員修讀，目的是為學員

簡介一般隧道及挖掘工程的主要施工

種類。此外，亦會講解一般隧道及挖掘

工程的主要危害，當中包括氣壓病及其

他危害的預防措施，從而提高學員的職

安健意識及減低受傷或染病的風險。有

關課程及職安局其他服務，可致電職安

熱線2739 9000，亦可瀏覽職安局網址： 

www.oshc.org.hk。 

勞工處職業健康護士李伊華小姐向前線建造業工友
講解預防患上減壓病的方法。

前線建造業工友在發問環節積極地向勞工處代表提
問有關隧道工作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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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夏季炎熱潮濕，長時間於
戶外工作容易出現中暑情況，中暑的
高危行業包括建造業、戶外清潔行業
及職業司機等。為此職業安全健康局、
勞工處及多個工會於2014年5月至8
月舉辦了多項「預防中暑職安健推廣活
動」，以宣傳各項職安健資訊，並重點
提高戶外工作人士對在酷熱天氣下工
作的職業健康意識。

向交通運輸業推廣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於 5月 29

日假紅磡火車站舉行「職業司機健康推
廣活動」啟動禮，並在 29至 31日的巴
士巡遊中沿途廣播預防中暑的資訊，
及於港九多個交通交匯處、工廠區等
向運輸從業員派發水果、職安健單張
及宣傳品。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於6月10日在
中環6號碼頭舉行了「『天氣酷熱易中
暑，戶外工作倍重視』職安健巡禮2014

啟動禮」，在6月至8月組隊派出義工
到訪於多個貨物裝卸區及碼頭派發職
安健用品。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交通運
輸業委員會亦於6月20日在深水埗楓樹
街舉行了「『預防中暑你要知，多飲清
水不要少』起步禮」，其後兵分兩路，

香港電車職工會派發職安健宣傳品予電車司機。

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則於 7月 23日進行的花車巡遊
到訪九龍區多個街市、垃圾收集站及公共屋邨，向
戶外清潔業從業員派發職安健宣傳品。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義工向戶外清潔業
從業員派發水樽、毛巾及宣傳單張。

分別在九龍區進行花車巡遊，及在新
界區派發物品，到訪多個巴士總站、
貨櫃碼頭，向運輸業僱員派發職安健
宣傳品。針對電車司機於高溫天氣下
的工作情況，香港電車職工會亦於6月
25日舉行「職業司機健康推廣活動」派
發職安健宣傳品予電車司機。

向 環 境 清 潔 和 航 空 業
推廣

戶外清潔業從業員常在猛烈太陽
下工作，而且要進行大量體力勞動，中
暑風險大大增加，為此香港環保物流
及清潔從業員協會於 6月 3日舉辦「預
防中暑推廣活動」，到訪多個屋苑，向
清潔業從業員派發水樽、毛巾、小冊
子及鹽熱糖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
工總會亦於 6月 5日假香港國際機場舉

行「工作間『預防中暑』紀念品物資派發
大行動啟動禮」，進行剪綵儀式後，由
工會義工向工友派發水樽、毛巾及宣
傳單張。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則於 7月
23日假洗衣街公園舉行了「環境清潔戶
外高溫關懷行動」，花車巡遊以洗衣街
公園為起點，全日到訪九龍區多個街
市、垃圾收集站及公共屋邨，向戶外
清潔業從業員派發職安健宣傳品，提
升戶外清潔業從業員的防中暑意識。

向物業管理業和建造業
推廣

香港房屋協會於 7月 22日舉辦「酷

熱環境工作對健康的危害講座」，向清

潔及保安承辦商講解預防中暑職安健

要點。建造業總工會於今年夏季在午

膳時間到不同的工地舉辦預防中暑推

廣活動及巡迴講座，廣泛宣傳預防中

暑職安健訊息。

透過不同的宣傳平台向
市民大眾推廣預防中暑

除了戶外宣傳活動外，針對中暑高

危行業，職安局於 6月至 8月期間在公

共交通工具的流動宣傳平台上播放「預

防中暑－建造業篇、清潔行業篇及職

業司機篇」短片，介紹預防中暑方法、

另外亦在香港電台第一台「開心日報」

節目中播放「預防中暑職安健劇場」。

職安局更邀請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拍

攝「預防中暑職安健」海報，並於港鐵

車廂及站內燈箱展示，提醒市民大眾

留意預防中暑。 



「職業司機健康大使計劃」
參加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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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通繁忙，職業司機要每天
長時間駕駛，久坐不動，加上工作緊張
食無定時，身體健康難免受影響，職業
安全健康局及勞工處遂於 2013年推出
了「職業司機健康大使計劃」，計劃安
排大使參加四次由營養師及體適能導
師帶領的季度工作坊，藉此提供一個
互動的平台，透過小組討論及交流，
檢視參加者的飲食和運動量記錄，協
助他們改善飲食和運動習慣。參加者
亦於每次工作坊開始前量度體重、BMI
及體脂比例等。

今年已是第二年舉辦「職業司機健
康大使計劃」，2013年的嘉許證書已於
2014年 2月 18日頒發。《綠十字》訪問
了兩位於計劃中表現出色的參加者，
分別是獲得銀獎的顏家曦先生及獲得
優異獎的劉敏奇先生，與讀者分享一
下他們參與計劃的感受及其「Keep-Fit」
之道。

提起參加計畫的原因，擁有 20多
年駕駛巴士經驗的劉敏奇先生不諱言
當時是為了響應工會的呼籲來參加：
「剛來到工作坊時也不太了解活動的內
容，怎料甫開始工作人員就替我們量
度腰圍和磅重，接著體適能導師就教
我們一些在車中坐著也能做的伸展運
動，營養師就向我們講解健康飲食，
提醒我們選擇食物時要考慮的細節。
現在每逢堵車就會想起那些運動，把
握時間伸展一下。」

劉先生已連續兩年參加「職業司機
健康大使計劃」，究竟工作坊有何吸引
之處令他再接再厲？「因為看到自己在
身型和健康上，有切實的改善。聽了導
師講解後，真的警惕了自己要注意運
動和飲食，最重要是自己有恆心，例如

在站頭要將多部巴士停泊，藉此多走
動一下，不知不覺間就做了運動，整
天下來就運動了約一個小時。家人知
道我的身體健康指數得以改善後，平
日也會提醒我要保持『健康飲食習慣』
和『多運動』。」另外，劉先生更笑言參
加工作坊能獲得獎勵也是他再度參與
的動力之一。

而榮獲銀獎的顏家曦先生是一名
的士司機，他一年內成功減掉 3公斤，
體脂比例由 23.3%減至 19.9%，BMI亦
由 23.2降至 22，是計劃內其中一位表
現非常突出的參加者，顏先生表示營
養師的建議作用非常大：「營養師會告
訴我們吃什麼肉、菜和米，我完全遵照
他的建議，吃飯也改吃糙米，多菜少
肉，少吃點口味重的東西，每餐只吃
至七至八成飽，配合體適能導師教授
的運動，比起剛剛參加的時候我的腰
圍達 36吋，一年過去，再量度的時候
已是 31吋，衣櫃裡的褲也不合穿了！」
對於糙米不好吃的疑惑，顏先生不吝
分享他的煮食方法，就是先將糙米浸
半小時再煮，就能得出軟熟的米飯，
和白米一樣好吃。

顏先生也強調持之以恆的重要性，否
則聽了什麼講解也沒有用。參加計劃
後，顏先生明顯感受到改善飲食習慣
為他帶來的好處：「精神變好，工作的
魄力也好了，以前動一動便會累，現
在就不會那麼容易疲倦。」劉先生也認
為年齡漸增，有需要開始注重身體，
而且減掉肚腩後體型也會比較好看。

除了自己本身得益外，原來顏先
生本身同時擔任其居住屋苑委員會的
主席，因此不時會和街坊鄰里分享健
康飲食和運動心得，宣傳功效更是非
常不錯。劉先生亦表示和家人分享健
康飲食資訊也很重要：「在家由妻子煮
食的話，如果只有自己知道健康飲食
資訊，回家後妻子煮的菜餚未能配合
健康飲食原則的話便功虧一簣，希望
未來工作坊能帶同家人參與，那樣就
可動員整個家庭互相支持，一同努力
變得更健康。」

榮獲銀獎的顏家曦先生於計劃內表現非常突出，他
表示其成功之道主要是跟從營養師的建議，並配合
體適能導師教授的運動，持之以恆。

劉敏奇先生（左）及顏家曦先生（右）均異口同聲表
示會向同業大力宣傳，呼籲更多同業來參與計劃，
讓更多職業司機擁有健康的體魄。

職業司機在外工作，很難避免外出
用膳，顏先生有其對策：「我自己會煮
麥皮作早餐，吃得飽一點，這樣中午在
外吃飯便能少吃一點不健康的食物。」

「職業司機健康大使計劃」至現時
為止已舉辦了兩年，成效有目共睹，
兩位受訪的大使均異口同聲表示會向
同業大力宣傳，呼籲更多同業來參與
計劃，讓更多職業司機擁有健康的體
魄。職業司機面對很多職業病如胃痛、
腸胃差等及肌肉酸痛問題，成為職業
司機健康大使除了對自己有益外，和
家人朋友分享健康飲食知識更能改善
整個家庭的健康狀況。 



國務院安委會集中開展
「六打六治」打非治違的
專項行動

國務院安委會決定，2014年 8月
至 12月底在全國集中開展以「六打六
治」為重點的「打非治違」專項行動（以
下簡稱專項行動），並訂下總體要求
和工作目標，認真貫徹落關於安全生
產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覆蓋、零
容忍、嚴執法、重實效」的總體要求，
嚴格落實停產整頓、關閉取締、上限
處罰和嚴厲追責的「四個一律」執法措
施，集中打擊、整治一批當前表現突
出的非法違法、違規違章行為，進一
步規範安全生產法治秩序，大幅減少
因非法違法行為造成的事故，促進安
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好轉。專項行動
會突出煤礦、金屬與非金屬礦山、危
險化學品、油氣管道、交通運輸、建
築施工、消防等重點行業領域，集中
開展「六打六治」。有關內容及重點工
作措施，可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

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

Channe l_20257/2014/0731/238332/

content_238332.htm

國 務 院 安 委
會 辦 公 室 做 好

重特大生產安全
事故調查報告及事

故防範工作
為認真貫徹落實「一廠出事故、

萬廠受教育，一地有隱患、全國受警

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

訓，確保防範和整改措施落實到位，依

據《安全生產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

和調查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規定，國

務院安委會辦公室表明現要做好重特

大生產安全事故調查報告及有關事故

防範和整改措施，並落實四大工作：

（一）生產安全事故調查處理工作要將

深刻汲取事故教訓、提出防範和改善現

行措施；（二）生產安全事故調查牽頭

部門要及時處理關於落實事故調查報

告有關事故防範和改善措施建議的督

辦通知書；（三）有關地方政府、相關部

門（單位）和事故發生單位接到事故督

辦通知書三個月內，要將事故防範和整

改措施建議的落實情況書面報送發出

督辦通知書的機構，及（四）國務院安

委會辦公室、省級安委會辦公室分別

負責對特別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督辦

事項落實的指導、協調和督促。有關內

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

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

Channe l_4977/2014/0626/236761/

content_236761.htm　

英國的安全運載運動
英國衛生安全局 (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UK)推出安全運載運動，提
醒運輸業員工運載貨物時要注意安全。
於英國每年超過 1,200人因沒有安全運
載貨物而發生意外受傷，企業的貨物
損壞金額更達至數百萬英鎊。因此，英
國衛生安全局舉辦了安全運載運動，
並於網上上載了相關的資料，如不安
全運載貨物的後果、教導如何安全地
穩固和擺放貨物於車輛上，及其他有
用的安全資訊（如人力提舉、高空工
作及滑倒絆倒等）。有關內容詳情，
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hse.gov.

uk/workplacetransport/loadsafety/index.

htm

歐盟職業安全及健康協
會於第二十屆世界職業
安全及健康大會提倡工
作壓力管理

今年的 8月 24日至 27日於德國法
蘭克福舉行第二十屆世界職業安全及
健康大會。此次大會匯集了來自 137個
不同國家的專家，討論職業安全及健
康的最新創新和研究。主辦單位安排 6

場的技術研討會和 30場專題討論會，
以及不同的論壇和貿易博覽會。參加者
可透過今次的活動獲得最新及有用的
職安健資訊。而歐盟職業安全及健康協
會 (EU-OSHA)於今次會議提倡良好管
控工作壓力，締造健康工作間。有關內
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osha.

europa.eu/en/euosha-xx-world-congress 

 

寰宇職安
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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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推廣
計劃 2014-15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推廣計劃於

2014年 10月至 2015年 2月展開，計劃

包括舉辦工作坊及良好工作場所整理

比賽，派發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自用套

件、海報及貼紙等鼓勵各行各業實踐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良好工作場所整

理分享會暨頒獎典禮」暫定於 2015年 2

月 4日（星期三）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演講廳一舉行，詳情請瀏覽以下

網址：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f/good_housekeeping_2014.pdf

安全社區研討會及傑出
安全社區領袖嘉許計劃
2014-15 頒獎典禮

現時全港共有 9個社區分別成為

國際安全社區及香港安全社區，為了

推動本港的安全社區發展，交流推廣

安全社區的經驗，職安局將於 2014年

11月 3日（星期一）於尖沙咀基督教青

年會舉行「香港安全社區研討會」。研

討會邀請去年傑出安全社區領袖分享

在區內推廣安全社區計劃的心得，同

場亦會舉行「傑出安全社區領袖 2014-

15」頒獎典禮。有興趣的人士或機構，

可留意職安局的網頁www.oshc.org.hk

或致電林小姐，電話 2116 5603查詢。

本港建造業高處墮下的
死因研訊個案分析公開
講座

建造業的安全問題一直備受關注。

很多建造業死亡意外都是由於人體從

高處墮下而造成的。為深入了解墮下

意外發生的原因，我們展開研究，以

本港建造業高處墮下的死因研訊個案

為基礎，對這些意外進行系統性的分

析，剖析背後的根本因素。 職業安全

健康局將於 2014年 11月 21日舉辦公開

講座，與業界朋友分享研究結果，並

介紹為提高建造業安全水平與及預防

人體從高處墮下意外而推出的「職安健

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

劃」。有興趣參加人士，可瀏覽以下網

址報名：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f/OS_21_11_2014.pdf

此講座被確認為「獨立安全稽核計

劃」下持續專業發展訓練之 1.5個學分。

職安局最新刊物
基建工程安全須知

繼九十年代的機場計劃，香港政

府近年大力推動十大基建計劃，包括

數個鐵路項目、跨境基建和建設新發

展區等，以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環境。

隨著本港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及舊區重

建項目陸續展開，建造工程及裝修維

修工程將越趨蓬勃。然而前車可鑑，

我們不容忽視業內的工作安全。這本

小冊子將概述大型基建工程的主要高

風險工序，包括道路工程、斜坡維修工

作、天橋組件工作及隧道挖掘工程，並

提供一些施工的安全控制措施作為參

考，使參與有關基建工程的人員對其工

作安全有進一步的認識。有關刊物資

料，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oshc.

org.hk/others/bookshelf/Infrastructure_

Safety_Booklet.pdf 

職安焦點
綠十字  GREEN CROSS  九月/十月  Sep/Oct 201444



燒傷及燙傷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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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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紮傷處，避免感染（有需要時送
院檢查）。

嚴重的燒傷及燙傷的處理
1. 將傷者移離熱源。
2. 讓傷者躺下，盡量避免將傷處接

觸地面。
3. 檢查傷者的呼吸及脈搏。
4. 檢查傷者的受傷情況。
5. 降溫及處理傷口：

－ 持續用清水沖洗傷口，降低
傷口溫度及減輕痛楚；在傷
處未出現腫脹時，除去傷處
附近的飾物，跟著用消毒敷
料遮蓋傷處。

－ 如為面部燒傷，可用消毒敷
料覆蓋面部及包紮；但覆蓋
之前必須先在消毒敷料上根
據眼、鼻、口的位置剪孔。

6. 處理休克。
7. 盡速送院。

進行上述急救時，謹記以下事項：

－ 切勿用絨布或黏性敷料包紮傷處。
－ 切勿弄破水泡，以免造成傷口感

染。
－ 切勿在傷處塗上任何藥油、牙膏

或化學藥物，以免傷勢惡化。

－ 切勿用冰敷傷處，以免皮膚的細
胞組織受到破壞。

－ 切勿強行把黏附傷處的焦衣碎塊
撕走，以免撕破傷處的皮膚，造
成傷口感染。

除火焰導致燒傷的主要成因外，
接觸化學品所釀成燒傷也偶有發生，
我們亦應認識化學品燒傷的急救處理。

化學品燒傷急救方法
1. 盡快將傷者身上的化學品清除及

脫去沾污的衣飾，用大量清水沖
洗傷者（急救員應穿上保護衣物及
戴上手套）。

2. 沖洗後，替傷者包紮傷口。
3. 盡速送院治療。

進行上述化學品燒傷急救時，謹
記以下事項：

－ 切勿使用任何物品來中和化學品。
－ 如傷者眼睛被化學品灼傷，在送

院途中，應繼續用清水替其沖洗
受傷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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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傷及燙傷是指人體組織遭到極
端的溫度（熱或凍）、腐蝕性化學品、
輻射線或強烈陽光等傷害。燒傷與燙
傷的急救法並無分別。

職業性燒傷的成因
由火焰、化學腐蝕劑、灼熱物品、

輻射、曝曬等產生的乾熱對身體造成
傷害，面對相關風險的職工包括：廚
師、建築工人和化學實驗室人員等。

職業性燙傷的成因
由熱的液體或水蒸氣等對身體造

成傷害，較常發生於飲食業內。

燒傷或燙傷後，身體便會出現下
列情況︰

－ 體液流失，可導致低血量休克。
－ 皮膚受損，不能調節體溫；同時

失去防禦保護作用，以致細菌容
易入侵，造成傷口感染。

一般急救方法
輕微燒傷及燙傷的處理
1. 安慰傷者，避免傷者過度緊張。
2. 沖洗或浸入冷水中，減少痛楚。
3. 在傷處未出現腫脹時，除去傷處

附近的飾物。

燒傷及燙傷的評估（傷勢的嚴重程度，取決於受傷的面積、深度和部位）

面積 部位 深度

從燒傷的面積可以粗略估
計傷者會否休克。面積越
大，休克的可能性越高，
這是由於此情況下較易失
去更多液體所致。

部位 影響 深度 徵狀

頭部、頸部 窒息、失明及容貌受損 一級燒傷 表皮 紅、疼痛、輕微腫脹

手、腳、關節 活動受限制 二級燒傷
中層：表皮及真皮

被分隔開
紅、疼痛、腫脹
及出現水泡

外生殖器 排尿、性器官功能障礙 三級燒傷
深層：皮下血管、神經末
梢、脂肪及肌肉均受損

焦黑發白、沒有觸覺



概要
一名工人在一幢正進行裝修的住

宅樓房內安裝一部分體式冷氣機的室
內組件時，從木摺梯墮下。他因頭部
受傷而去世。

事發經過
1. 意外當天，一幢 3層高的住宅樓房

正在進行裝修工程。裝修工程涉
及拆牆、灌注混凝土、電力工作、
排水、髹油，以及安裝冷氣機。

2. 意外當時，死者正單獨在地下低
層內的一張長 1.6米，有五行梯級
的木摺梯上安裝離地 2.7米的冷氣
機製冷劑喉管及排水管。突然間，
他失去平衡，隨著翻倒的梯子墮
下到地面死亡。

防止意外措施建議
1. 應為冷氣機安裝工作設置及保持

一個安全工作系統。安全的工作系
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進行風險評估以識別所有潛

在危害
(b) 設計安全工作程序及預防措

施
(c) 制訂方法以確保系統適當的

執行
(d) 監察系統在安裝工作進行期

間的執行

2. 應提供備有安全進出口，合適護
欄及底護板的合適工作平台以進
行冷氣機安裝工作。

適用法律規定
1.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2)(a)

條：工業經營的每位東主，應為
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的人，
設置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
內盡量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
工作系統。

2. 《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C
條：凡工作不能在地面上或從地
面處或從永久性構築物的某部分
安全地進行，負責有關建築地盤
的承建商及任何直接控制該工作
的承建商，須提供並確保有使用
棚架、梯子或其他作支持用的設
施，而在顧及所須進行的工作後，
上述所有棚架、梯子或設施須就
其用途而言是安全的。 

Incident
A worker fel l from a wooden 

folding ladder when he was installing 
the indoor unit of a split type air-
conditioner in a domestic house under 
renovation. He sustained fatal head 
injury and died.

Circumstances
1. A 3-storey domestic house was 

undergoing renovation on the 
day of accident. The renovation 
work involved wall demolition, 
c o n c re t i n g , e l e c t r i c a l  wo r k , 
d r a i n a g e , p a i n t i n g , a n d  a i r-
conditioner installation.

2. At time of accident, the deceased 
worked alone on a 1.6 metres five-
rung wooden folding ladder on 
the lower ground floor to install 
refrigerant pipes and drain hoses 
at 2.7 metres above floor. Suddenly 
he lost his balance and fell with 
the toppling ladder to floor to his 
death.

Prevention recommended
1. A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air-conditioner installation work 
should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he system of work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To conduct risk assessment 

to  i d en t i f y  a l l  po t en t i a l 
hazards

(b) To  d ev i s e  s a f e  wo r k i n g 
procedures and precautionary 
measures

(c) To develop means to ensure 
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d) To monitor the system when 
the installation work is in 
progress

2. S u i t a b l e  w o r k i n g  p l a t f o r m 
equipped with safe access and 
egress, suitable guardrai ls and 
toeboards shall be provided for the 
air-conditioner installation work.

Applicable legislation
1. F a c t o r i e s  a n d  I n d u s t r i a 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Section 
6A(2)(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 ia l  under tak ing should 
provide and maintain a system of 
work that is,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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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C – 
Where work cannot be safely done 
on o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part of a permanent structure, 
the contr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truction site concerned 
and any contrac tor who ha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work shall 
provide, and ensure the use of, a 
scaffold, ladder or other means of 
support, all of which shall be safe 
for the purpose, having regard to 
the work to be done. 

A worker fell from a wooden folding ladder while carrying out 
installation of air-conditioning unit

工人在安裝冷氣機時
從木摺梯墮下

勞 工 處 Labour Department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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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安全管理系統提供了一個框
架協助我們的工作能安全地進行。系
統的成功或效用往往依靠應用者或執
行者的態度。意外常常因人們低估了
風險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發生。這
些錯誤估計歸根究底都是源於人們對
安全工作的錯誤態度。所以，安全永
遠是從正確的心態開始。下文所述的
是錯誤安全工作態度導致意外的典型
例子。

意外概要
在今年一月的一個早上，一艘內

河貨櫃船（內河船「X」）來香港進行其
例行裝卸作業。內河船「X」一到達，便
開始將它的貨櫃卸往不同的貨櫃堆場
去。到了下午，內河船「X」上的貨櫃已
經全部卸下，接着便進行裝運作業。
首先被吊到內河船「X」上的是 11個 20

呎「重櫃」。很快地，裝運作業便完成
了，內河船「X」接着移往碇泊處。

於 1800時左右，內河船「X」收到
指示，須移往同一碇泊處內的一艘躉
船旁邊，以裝載其餘貨櫃。其餘貨櫃
包括 17個 20呎及 23個 40呎「重櫃」，它
們該可填滿內河船「X」的餘下貨艙空
間。內河船「X」繫泊到躉船的旁邊，但
裝運作業並沒有立即展開。於 1900時
左右，內河船「X」的貨櫃裝運作業開始
了，然而是在斷斷續續的情況下進行。

於 2030時左右，最後的一個 20呎
「重櫃」（「貨櫃A」）終於可供裝上內河
船「X」。因為內河船「X」的船員等待最

後一個貨櫃已有一段時間，所以，貨櫃
作業隊伍的部分船員已經離開了裝載
點。他們當中二人在駕駛室內等候，而
一名工程師則到了引擎機房，準備啟
航。他們只留下一名機械工在位於第 3

層貨櫃頂部的裝載點等待「貨櫃A」。

在第 3層貨櫃的頂部那裡已經裝載
了一個位處第 4層的 20呎貨櫃（「貨櫃
B」）。「貨櫃A」須吊到「貨櫃B」旁邊。
「貨櫃A」一裝上內河船「X」後，機械工
就爬到它的頂部將吊索脫離。當他正
在將吊索脫離時，之前離開了的一名
水手從內河船「X」前端回到裝載點來
協助機械工。該名水手試圖沿「貨櫃B」
的尾門攀爬上貨櫃頂。然而，他沒有
捉穩櫃門裝置，從 8米高掉進兩堆貨櫃
之間的空隙到貨艙底部去。

機械工並不知悉水手的回來；因
此，機械工並沒留意到水手的墮下。
駕駛室內的其他船員亦沒有注意到水
手的墮下。幸而，靠在旁邊的另一艘內
河貨櫃船（內河船「Y」）上的船員看見
他墮下。內河船「Y」的船長和二副立即
呼叫，以告知內河船「X」上的船員。該
名水手受傷嚴重，被送往醫院救治。

調查結果
1) 水手選擇了錯誤的途徑前往堆在

第 4層的貨櫃（「貨櫃B」）的頂部。
下墮高度（8米）遠高於已可致命
的 2米。

2) 水手沒有採用任何設備協助自己

攀上第 4層貨櫃（「貨櫃B」）的頂
部。貨櫃門細小而不規則的配件
並非供抓緊或作為腳踏之用。

3) 水手抓不緊櫃門裝置，可能是因
為裝運期間「貨櫃A」碰到「貨櫃
B」所致。

4) 沒有注意到水手的回來，反映出
水手、機械工與貨物作業隊伍之
間溝通欠佳，也反映出工作計劃
欠佳。

5) 留下機械工單獨處理最後一個貨
櫃（「貨櫃A」）的裝運以及沒有注
意到水手的回來，顯示了工作上
監督不足。

安全建議
《工作守則－船上貨櫃處理》提供

以下指引：

a) 根據第 5.3.13條：「受僱人前往或
離開單層貨櫃的頂部時，或者攀
上或攀下堆疊貨櫃另一層時，應
使用適當的梯子。如要攀上船上
多於一層高的堆疊貨櫃，不應使
用活動扶梯。」

b) 根據第 4.1.1條：「計劃船上貨櫃處
理作業時，須緊記安全。妥為編
排設備和人力所需、積載和堆疊
貨櫃的次序、職務分配、協調工
作等，可避免或盡量減低工作危
險。」

海 事 處 Marine Department

欠妥的安全態度－選擇錯誤的前進途徑
Poor safety attitude – Selection of wrong access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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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第 4.4.4條：「應安排足夠數目

的督導人員到工作地方作現場督

導，以便有效地監控各項工作。

督導人員對各項工作均應接受過

適當訓練和富有經驗。」

適用規例
i)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I章）第 61條第 (1)款規定：「如

任何受僱人須在本地船隻上堆叠

的貨櫃頂進行貨物處理，則須提

供安全通道以供該人

用以往返該等堆叠的

貨櫃頂。」

ii) 《商船（本地船隻）

（工 程）規 例》（第

548 I章）第 18條第

(1)款規定：「除非工

程是在最少一名工程

督導員的監督下進

行，否則不得在本地

船隻上進行、對本地

船隻進行或藉本地船

隻進行任何工程。」

A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ffers 
a framework to assist us to manage 
our work carried out in a safe manner. 
The success or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always relies on 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 applying or implementing it. 
Accidents often happen due to people’s 
under-estimate of the risk and over-
estimate of own capability. These wrong 
estimates are indeed originated from 
one’s wrong safe working attitude. So, 
safety always commences with one’s 
correct attitude of mind. The accident 
depicted below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wrong safe working attitude.

The incident
In a morning in January this year, 

a river trade container vessel (RTV 
‘X’) arrived in Hong Kong to carry out 
its routine unloading and reloading 
operat ion . Once arr ived , RTV ‘X’ 
commenced to offload its containers 
to various container depots. In the 
afternoon, the containers on board RTV 
‘X’ had all been discharged and the 
reloading operation was subsequently 
c a r r i ed  ou t . 1 1  p c s  20 - f t  l a den 
containers were first loaded onto RTV 
‘X’. Soon the loading completed, RTV ‘X’ 
moved to the anchorage.

3T

躉船
Dumb lighter （躉船）

(Dumb lighter)

機械工正為貨櫃解鈎 /
Mechanic dis-engaging the slings

正在裝載的20呎貨櫃（「貨櫃A」）/
20-ft container (‘Con A’) being loaded

內河船「X」
RTV  ‘X’

3T

3T

3T 3T 3T

3T

3T3T

4T

二副 /
2nd Of�cer

船長 /
Master

內河船「Y」
RTV  ‘Y’

置於第四層的20呎貨櫃（「貨櫃B」）/
20-ft container (‘Con B’) stowed at 4th tier

三層貨櫃 /
3 tiers of containers

四層貨櫃 /
4 tiers of containers

0.83 m
空隙 / gap

20呎貨櫃 /
20-ft

40呎貨櫃 /
40-ft

水手試圖沿櫃門攀爬上貨櫃頂 /
Sailor attempted to climb from the door
end to the top of the container

3T

4T

3T

空隙 / gap – 0.83 m

該名水手試圖沿櫃門爬上貨櫃頂
The Sailor attempted to climb via 
the door end to the top of the 
container

該名水手沒有捉穩櫃門裝置，失足
掉到 8米下的貨艙底部
The Sailor lost grip of the door 
fittings and fell 8 m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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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bout 1800 hours, RTV ‘X’ 
received instruction to go alongside a 
dumb lighter in the same anchorage for 
loading of the remaining containers. The 
remaining containers included 17 pcs 
20-ft and 23 pcs 40-ft laden containers, 
which should fill up the remaining cargo 
hold space of RTV ‘X’. RTV ‘X’ moored 
to the side of the dumb lighter but the 
loading operation did not commence 
immediately. At about 1900 hours, the 
loading of the containers onto RTV 
‘X’ commenced but it was carried out 
intermittently.

At about 2030 hours, the last 20-ft 
laden container (‘Con A’) was eventually 
available for loading onto RTV ‘X’. Since 
the crews on RTV ‘X’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last container for a while, some 
of the crews in the cargo operation 
team had left the loading spot. A couple 
of them were waiting in the navigation 
bridge and an engineer had gone down 
to the engine room to prepare for 
sailing. They left only a Mechanic at 
the loading spot, which was on the top 
of the 3rd tier containers, to wait for 
‘Con A’.

On the top o f  t he  3rd t i e r 
containers, there was loaded already a 
4th tier 20-ft container (‘Con B’). ‘Con 
A’ had to stow at the side of ‘Con B’. 
Once ‘Con A’ was loaded onto RTV ‘X’, 
the mechanic climbed to the top of it to 
disconnect the hoisting slings. While he 
was doing so, the Sailor who left earlier 
returned to the loading spot from 
the forward of RTV ‘X’ to assist the 
mechanic. The Sailor attempted to climb 
via the door end of ‘Con B’. However, 
he lost grip of the door fittings and fell 
8 metres through the gap between the 
containers stacks to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The return of the Sailor was not 
known to the mechanic; hence the 
Mechanic did not aware the fall of the 
Sailor. The other crews in the navigation 

bridge did not notice the fall of the 
Sailor too. Fortunately, his fall was seen 
by the crews on the adjacent river trade 
container vessel (RTV ‘Y’). The Master 
and 2nd Officer of RTV ‘Y’ immediately 
shouted to alert the crews on RTV ‘X’. 
The Sailor sustained severely injury and 
was hospitalized.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Sa i lor se lec ted a wrong 

path to access to the top of the 
container stacked on 4th t ier 
(‘Con B’). The height of fall (8 
metres) is more much more than 
2 metres which could have caused 
fatality.

2) The Sa i lor d id not apply any 
equipment to assist himself to 
ascend to the top of the 4th tier 
container (‘Con B’). The small 
and odd-shaped door fittings of 
the container are not meant for 
grasping or stepping.

3) The Sailor lost grip of the door 
f i t t ings cou ld be due to the 
bouncing of ‘Con A’ onto ‘Con B’ 
during loading.

4) The unawareness of the return 
of the Sailor is an indication of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ailor, the Mechanic and the cargo 
operation team. It also indicates a 
poor planning of work.

5) Leaving the Mechanic alone to 
handle the loading of the last 
conta iner  ( ‘Con A ’ )  and the 
unnoticed return of the Sailor are 
indications of poor or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of work.

Recommendations
The Code of Practice – Shipboard 

Container Handling provides following 
guidance:

a) Section 5.3.13 states that ‘persons 
employed should use a suitable 

ladder to gain access to or egress 
from tops of single tier containers 
or when ascending or descending 
to the next tier level on container 
stacks. Portable ladders should not 
be used for accessing container 
stacks more than one tier high on 
board vessels’.

b) Section 4.1.1 states that ‘shipboard 
conta iner hand l ing operat ion 
should be planned with safety in 
mind. It is possible to eliminate or 
minimize work hazards by proper 
planning of the equipment and 
manpower requirement, stowage 
and stacking orders of containers, 
allocation of duties, co-ordination, 
etc.’

c) Section 4.4.4 states that ‘sufficient 
number of supervisory staff should 
be arranged to be present at the 
workplace to exercis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activities. The 
supervisory staff should be suitably 
trained and experienced in the 
activities.’

Applicable regulations
i)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ap. 
548I) , Sect ion 61, sub-sect ion 
(1) stipulates that ‘if a person 
employed has to carry out cargo 
handling on the top of a stack of 
containers on a local vessel, there 
shall be provided safe means of 
access to and from the top of the 
stack for use by that person’.

ii)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ap. 
548I), Section 18, sub-section (1) 
stipulates that ‘no works shall be 
carried out on, to or by means of 
a local vessel unless the work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t least one works supervi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