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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高處工作，您可能會想到工

人在數十米高的棚架上，繫上安全帶

工作的情景。誠然，這些高風險工作，

我們絕不可忽視。然而大家也不容小

覷離地兩三米的高處工作，它們同樣

潛在安全風險。根據勞工處數字，過

去四年（2011年至 2014年），裝修及維

修工程共有 25宗涉及從高處墮下的致

命工業意外，當中 5宗涉及工人從離地

三米或以下墮下的致命意外。

本年 5月初就有一名冷氣維修技

工，在進行維修工程時，懷疑由約三米

高的鋁梯墮下，重傷不治。不少人可能

忽略離地兩三米工作的危險性，沒有

採用合適的工作台，增加了高處工作

的風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梯子是不適合用來進行高處工作，流

動工作台是一個更安全的選擇。

職安局兩年前推出中小企職安健

資助計劃，資助中小型承建商購買合規

格的流動工作台，至今批出超過 1,800

宗申請，約二萬名工人受惠，業界反

開開心心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來

應理想。在廣納業界意見，配合研究

後，我們以上述計劃為基礎，上月和勞

工處再次攜手， 推出「中小企輕便工作

台資助計劃」，資助業界購置兩款適合

於狹窄工作環境使用的輕便工作台，

包括「梯台」及「功夫櫈」。 三種不同的

工作台，簡稱「安全三寶」，中小企可

同時申請。「輕便工作台」推出一個多

月，已經有接近 600宗申請，反應踴躍。 

「安全三寶」為業界而設，它們輕巧，靈

活，使用方便，適合進行簡單的裝修維

修工程。我們希望「安全三寶」不單有

助減少高處墮下的意外，更可以收「近

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的果

效，提升業界安全文化。

職安局一直重視高空工作的安全

教育。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看見了初

步成果，建造業整體意外率十年來減

少了三成。在不少建築地盤，承建商

都提供了安全裝備；而工人佩戴安全

帶，接受適當高處工作安全訓練等，

都已被視為基本要求。近年大型基建

工程開展，建造業興旺，建造業工作

安全當然備受關注，安全意識提高和

裝備改善帶來了正面效果。

經仔細分析工業意外數字，不難

發現高處工作意外不單在地盤發生。

如前所述，過去四年，「人體從高處墮

下」的意外，超過一半發生在裝修及維

修工程。因此裝修維修工程安全都是

我們重點推廣工作。2012年我們推出

的「職安健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

全認可計劃」，至今已經有 30間裝修維

修中小企成功通過嚴謹的安全審核，

成為「職安健星級企業」，他們不單享

有聯保計劃的保費優惠，更增加了企

業本身商譽。我們期望未來有更多企

業參與計劃，並以建立良好的職安健

紀錄為目標。

「安全」當然不只「三寶」，裝備只

是基本工具，更重要是人的參與。不論

您是企業領導、管理層、安全從業員、

工人或業界持份者，我們每人都有承

擔安全的責任，讓員工真的可以「開開

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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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勞工處的統計資料，人體從

高處墮下是其中一項可導致嚴重身體

受傷甚至死亡的主要意外類別，追溯

問題根源，大部份涉及在進行高處工

作時沒有或不正確使用工作台。高處

墮下的致命工業意外中，不少工人是

在離地兩至三米的工作地點墮下，當

中不少涉及使用不安全的梯具。因此，

勞工處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在2013年

推出「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

鼓勵中小企購買流動工作台，提升高

處工作安全。計劃至今已批出逾1,800

宗申請，約有近兩萬名工人受惠。但不

少裝修、維修及保養工程，工人會在狹

窄的環境進行高處工作，例如機房、

泵房、電掣房等等。這些狹窄的工作環

境未必能夠讓工人架設流動工作台。

因應業界的建議，勞工處及職安局擴

大「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將

合規格的輕便工作台納入資助範圍，

包括梯台和功夫櫈，以加強中小企的

高處工作安全意識，並便利他們於狹

窄的空間使用那些輕便工作台進行高

處工作。「高處工作安全三寶」－流動

工作台、梯台和功夫櫈的資助計劃，鼓

勵僱主及工友在新工程及裝修、維修

及保養工程使用這些合規格的工作台

以替代梯具，為各行各業提供更全面

又安全的高處工作平台設備，讓工人

的安全得到更佳保障。本期《綠十字》

簡介高處工作安全三寶的資助計劃，

產品特點及正確使用方法。

離地工作的風險及意外
成因

根據勞工處的統計資料分析，73

宗在 2008年至 2012年發生「人體從高

處墮下」的致命職業傷亡意外當中，有

29宗意外的工作性質是屬於「維修、保

養、改建及加建工程」（21宗）、「清潔

服務」（4宗）和「物業管理」（4宗）。不

少中小企承判商亦會承接這些工作，

他們由於資源緊拙，或對相關安全設

備的標準和要求缺乏認識，未必能提

供適合離地工作所需的安全裝置給工

友進行相關工作。另一方面，這 73宗

致命傷亡意外發生的地方，有多達 14

宗意外是涉及少於 2米高墮下，佔整體

傷亡意外宗數 19%以上！再深入探討

這 14宗意外，有 8宗意外是涉及使用

梯具和工作平台╱臨時支架的裝置。

這或許反映僱主和承判商以至工友對

少於 2米高的離地工作掉以輕心，忽略

相關工作的危險及嚴重性。使用不適

當的設備和不安全使用設備是導致這

些致命傷亡意外的成因，例如貪方便

使用梯具作長時間離地工作、使用不

合規格的工作平台或錯誤使用相關設

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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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1宗）

7%

少於2米高的墮下地點

梯具（4宗）
29%

工作平台╱臨時
支架（4宗）
29%

貨車╱吊雞車
車斗（2宗）
14%

沒有護欄的邊緣及
升降機槽口（3宗）

21%

圖 1：少於 2米高墮下的地點統計分析圖
資料來源：勞工處－「高處工作意外致命個案集」2013年 4月版

圖 2：工友在進行高處工作時沒有使用或不正確地使用工作台和梯具

圖 3：如果要進行高處工作，又因環境狹窄而無法搭建流動工作台，例如機房、泵
房、電掣房，高處工作安全三寶的梯台和功夫櫈會是個好的選擇

圖 4：「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及

「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將會打

造「高處工作安全三寶」的高處工作新

文化，為各行各業提供更全面又安全

的高處工作平台設備

因此職安局及勞工處在今年 4月

下旬擴大現有的「流動工作台資助計

劃」，提供一次性資助中小企購買合規

格的梯台及功夫櫈（計劃只資助供臨時

使用而工作平台高度不超過 1.5米的梯

台及 1米的功夫櫈，而產品皆可移動及

符合行業用途規準的工作台）。每間中

小企可獲得的最高資助金額分別為港

幣 1,800元購買梯台，及╱或港幣 1,650

元購買功夫櫈。

高處工作安全三寶－「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
及「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

職安局及勞工處在2013年合作推出資助計劃，提供一次性最高港幣4,000元的資

助額購買合規格的流動工作台（計劃只資助供臨時使用而工作平台高度少於2米的可

移動及符合行業用途規準的工作台）。但在一些狹窄的工作環境，例如機房、泵房、

電掣房等等，工友未必能夠架設體積較大的流動工作台進行小型工程的高處工作。



高處工作 安全三寶
綠十字  GREEN CROSS  五月/六月  May/Jun 20155

資助計劃獲多間供應商支持，提供不同款式的流動工作台、梯台和功夫櫈供申請機構選擇。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本資助計劃
的資料，可瀏覽職安局網頁：http://www.oshc.org.hk

流動工作台用途廣泛，底架可摺合，靈活性高，適合一般室內裝修維修工程。

梯台的主體結構及梯腳是由非導電材料製造，適合於機房、電掣房等有電力設備的環境使用，而且備有適當
及穩固的圍欄作保護。梯台容易架設和收納，方便員工在狹窄的環境使用及擺放，配合不同高處工作的需要。

功夫櫈經改良後，相對梯台可提供較大的橫向工作空間，更設合工人進行泥水批盪、鋪牆紙或電線安裝等裝
修及維修工程。穩固的圍欄和裝上橫撐的梯腳，可增加工人使用時的穩定性及防止意外翻倒。橫撐可快速裝拆，並配
備安全鎖扣，能令踏台與腳的開合位置緊鎖及不會意外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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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三寶產品規格及特點
安全三寶的一般規格包括：

• 結構堅固；

• 提供安全的上落通道；

•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防滑設計；

• 工人單獨上落設備及正確使用時沒有翻倒的危險；

• 工人站在平台上，要有適當及穩固的四面圍欄作保護；及

• 設備的當眼處張貼有適當和容易理解及識別的安全標示等。

除此以外，所有設備必須參考相關的安全標準（或其他同等標準）進行安全測試及通過測試的要求，這包括：

• 工作平台負載測試；

• 傾翻測試；及

• 其他相關的安全測試等等，例如玻璃纖維物料的電介質強度測試 (Dielectric Strength Test)。

高處工作安全三寶－流動工作台、梯台及功夫櫈不同特點比較：

流動工作台

輕便工作台

梯台 功夫櫈

使用人數 1 1 1

工作平台高度 少於 2米 不多於 1.5米 不多於 1米

梯腳主要物料 鋁質物料 玻璃纖維物料 玻璃纖維物料

防滑功能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防滑設計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防滑設計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防滑設計

安全組件 配置圍欄、踢腳板、

腳輪輪鎖

配置圍欄、踢腳板 配置圍欄、踢腳板、底腳橫杆

特點 1. 可裝拆及易於搬運

2. 裝設腳輪，而腳輪有附設

輪鎖，以至使用流動工作

台時不會移位

3. 提供最大的工作平台面積

進行小型工程的高處工作

1. 可摺合及易於搬運

2. 梯腳是由非導電材料製

造，適合於機房、電掣房

等有電力設備的環境使用

3. 適用於狹窄的工作環境進

行小型工程的高處工作

1. 可快速裝拆及易於搬運

2. 底腳配置橫杆增加工作台穩定性

3. 工作平台與腳的開合位置能夠緊鎖及

不會意外鬆脫

4. 梯腳是由非導電材料製造，適合於機

房、電掣房等有電力設備的環境使用

5. 相對梯台而言，功夫櫈提供較大的橫向

工作空間，因此更適合用於泥水批盪或

鋪牆紙電線等裝修及維修工程

6. 適用於狹窄的工作環境進行小型工程

的高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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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使安全三寶
關於安全使用安全三寶，要點包

括：

• 工人須接受供應商的訓練，並遵

照產品操作指引使用安全三寶。

• 每次使用前先進行目視檢查，使

用者必須根據供應商所提供的檢

查表仔細檢查設備，確保設備處

於良好狀態，完整無損，方可使

用。

• 廠商的產品操作指引會詳盡說明

工作台的負重能力，這包括台板

的最高負重等。工人使用安全三

寶時不可超出該工作台的安全負

重。盡量避免擺放過多物料在工

作台上，以免設備負荷過重和損

壞。

• 當發現設備仍未完全架設，或有

損壞╱破爛時，應以標籤識別和

掛上警告字句告知其狀態，例如

「請勿使用」等字句。

• 安全三寶必須在平坦堅實的地面

上。禁止在斜坡、不平穩地面使

用、梯級和有缺口的地面架設及

使用這些設備，而周邊亦不應該

有垃圾和雜物或有機會被移動物

件碰撞。

• 當站立在工作平台時，切勿倚傍

圍欄並過分向外伸展身體工作，

應移動設備到最近的工作位置（工

作平台的圍欄是防墮裝置，不能

給使用者用作倚傍之用，這可能

導致設備有翻倒的危險）。

• 工人使用安全三寶時須留意上方

位置的淨空高度及有沒有危險物，

防止意外地碰傷，例如天花裝置、

橫樑、懸掛物和帶電設施等。

• 使用安全三寶的地方應與任何帶

電的金屬部分盡量保持安全距離，

慎防使用者在接觸金屬扶手上落

設備與地面時有觸電的危險。

• 移動安全三寶前，所有人士必須

離開工作台，並清理一切雜物。

• 如遇強風及惡劣天氣，不宜在室

外使用安全三寶，應立即停止使

用。

• 不可改裝安全三寶，並須使用原

廠的配件維修設備，如有任何關

於設備的維修及保養疑問，應向

供應商查詢。

個別設備應注意的其他事項：

流動工作台
• 在室外使用時，應把流動工作台

繫於堅固的結構物上。

• 在被布料等物料圍封的流動工作

台上工作時，應把該工作台繫固

及盡量減少通架被圍封的範圍。

• 移動流動工作台時，必須在其底

部推動，避免傾翻。當停止搬動

或在台架上工作時，其腳部之滑

輪必須鎖好，以防止該工作台在

使用時移動。

• 必須在流動工作台架內的上落通

道進出，上落設備時必須保持三

點接觸（即雙手及單足或雙足及單

手抓緊設備）。

梯台
• 當使用梯台時，必須確保梯腳和

鉸位已完全開啟和張開。

• 踏上工作台後應把圍欄關上並鎖

好。

• 上落梯台時必須保持三點接觸（即

雙手及單足或雙足及單手抓緊設

備），使用者必須面向梯台的梯級

上落，身體重心必須維持在梯台

之內，不可過度拉扯梯台而產生

水平外力，導致重心外傾而令梯

台向使用者的方向翻倒。

功夫櫈
• 功夫櫈的兩邊底腳橫杆必須正確

安裝。

• 上落功夫櫈時，先確定工作台與

腳撐的開合位置已緊鎖及不會意

外鬆脫，腳撐要完全開啟。

• 踏上工作台後應把圍欄關上並鎖

好。

• 上落功夫櫈時必須保持三點接觸

（即雙手及單足或雙足及單手抓緊

設備），使用者必須面向功夫櫈的

梯級上落，身體重心必須維持在

功夫櫈之內，不可過度拉扯功夫

櫈而產生水平外力，導致重心外

傾而令功夫櫈向使用者的方向翻

倒。

總結
過去數年發生多宗涉及人體從少

於 2米高工作墮下的嚴重意外，不但令

受害者及其家屬蒙受傷痛，亦對僱主

及承判商構成金錢損失、工程延誤、

員工士氣受損及為公司形象帶來負面

影響等；對中小企而言，更構成沉重的

代價。因此，勞工處及職安局推動並

資助業界使用「高處工作安全三寶」，

重點協助中小企購買和訓練工友正確

使用合規格的流動工作台進行離地工

作。另一方面，僱主及承判商以至工人

對離地工作切勿掉以輕心。僱主和承

判商必須進行風險評估，找出工作的

潛在危害，為相關工作人士設立一套

安全的工作系统及工序的施工方案，

並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指導、訓練

及監督，確保工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工

作；而工人亦應遵從法例及僱主訂下

的安全施工方法進行工作，顧己及人。

透過各方的努力，逐步取代梯具，以

推廣離地工作的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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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造業是本港工業意外率最高的

行業。隨着多項大型建造工程的展開
以及裝修維修計劃的推行，業界渴求
大量勞動力，再加上業界本身面對工
人年齡老化的問題，為業界的職安健
表現帶來挑戰。建造業的工業意外數
字在過去 10年雖然得到改善，但意外
數字仍然高企。在 2014年，本港共發
生了 11,677宗工業意外，當中接近三成
（29.7%，3,467宗）與建造業有關。引致
建造業意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大類：
「被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件碰撞」、「滑
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及「提舉
或搬運物件時受傷」。這三大意外類別
一直佔整個行業全年工業意外總數約
六成，是建造業意外的主要源頭。若能
減少這些意外，建造業的安全將能大
大改善。因此探討這些意外的原因非
常重要，將有助我們對症下藥，有效
地投放資源以改善建造業的職安健水
平。在 2005年香港受傷僱員的職安健
狀況調查的基礎上，職業安全健康局
決定進一步深化研究，針對引致建造
業意外三大主要原因，以人、機、物、
法、環不同角度，從宏觀和微觀入手，
對意外發生的環境、所使用的工具或
設備、工作流程、受傷僱員所接受的
安全訓練、受傷者當時對危害狀態的
警覺性、工友間的溝通等因素，以及
這些因素互動時可能產生的新因素進
行全面分析。

《綠十字》將會分兩期為大家介紹
是次調查結果。本期首先介紹調查背

景資料、調查目的、方法及初步結果，而下期將會報告建造業三大意外類別進一步
的分析結果。

香港建造業概況
在過去 10年 (2005-2014)，本港的整體工業意外數字有明顯下降趨勢。如圖 1所

示，工業意外數字和每一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分別由 2005年的 16,917宗和 30.6，

圖 1：建造業及所有工業經營之整體工業意外數字及意外率 (2005-2014)

圖 2：建造業的工業意外率與其他行業之工業意外率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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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至 2014年的 11,677宗和 19.0，分
別減少了 31.0%和 37.9%。建造業的工
業意外數字在過去 10年亦同時錄得下
降，在 2005年有 3,548宗有關建造業的
意外個案，在 2014年減少為 3,467宗，
下降了 2.3%，而意外率亦由 2005年的
59.9下降至 41.9，減幅為 30.1%。

然而，香港建造業的職業安全仍然
值得關注。在 2014年本港發生的 11,677
宗工業意外中，建造業意外約佔三成。
與其他主要行業比較，建造業的工業意
外率一直比其他主要行業以及本港所
有行業之整體工業意外率高。如圖 2所
示，在 2014年，建造業每一千人計的工
業意外率為 41.9，比製造業的 17.4高出
140.8%；比飲食業的 22.9高出 83.0%；
比所有行業之整體工業意外率 (19.0)高
120.5%。

引致建造業意外的原因主要包括
三大類：「被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件碰
撞」、「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及「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傷」。近年，
此三大工業意外個案數字雖有所下降，
但幅度不大，由 2005年的 1,866宗下降
至 2009年的 1,513宗，但在 2014年卻回
升至 1,942宗。如圖 3所示，這三大意
外工業數字一直佔整個行業全年工業
意外總數約六成。若能減少這些意外，
建造業的安全將能大大改善。

調查目的
這次研究的目的包括 (1)收集建造

業受傷僱員的個人及職業背景資料；
(2)探討建造業工傷事故發生的規律及
性質；(3)從受傷僱員的角度，剖析建
造業三大主要工傷意外的特性，尋找
意外的根源；(4)提出改善建議幫助僱
主及僱員防止意外，以提升香港建造
業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的對象為前往勞工處位

於灣仔修頓中心及長沙灣政府合署的
職業醫學組，等候安排判傷事宜的建
造業受傷僱員。調查以問卷形式進行，
針對建造業的三大工傷意外類別，共

設計了三套問卷，包括「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被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
件碰撞」及「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傷」。

調查結果
受訪者個人及職業背景資料

是次調查共收集了 931份問卷。在受訪者中，368人 (39.5%)被移動物件或與移
動物件碰撞而受傷；345人 (37.1%)因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而受傷；218人
(23.4%)因提舉或搬運物件而受傷。受訪者的年齡普遍較大，41歲以上者佔接近七
成，這與建造業註冊工人的年齡分佈相似。超過九成人為男性，而女性則佔 4%。約
八成受訪者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方面，受訪者以完成中學教育為主（約六成），
其次為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約四成）（表 1）。

表 1：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
被移動物件或

與移動物件碰撞
滑倒、絆倒或在
同一高度跌倒

提舉或搬運物件
時受傷 總數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年齡
20或以下 2 0.6% 0 0.0% 2 1.1% 4 0.5%
21 – 30 45 13.9% 25 10.2% 22 12.1% 92 12.2%
31 – 40 69 21.2% 48 19.5% 46 25.3% 163 21.7%
41 – 50 114 35.1% 97 39.4% 67 36.8% 278 36.9%
51或以上 95 29.2% 76 30.9% 45 24.7% 216 28.7%
總數 * 325 100.0% 246 100.0% 182 100.0% 753 100.0%
性別
男 317 97.2% 258 96.6% 168 92.3% 743 95.9%
女 9 2.8% 9 3.4% 14 7.7% 32 4.1%
總數 * 326 100.0% 267 100.0% 182 100.0% 775 100.0%
婚姻狀況
未婚 68 21.0% 47 17.8% 38 21.0% 153 19.9%
已婚 249 76.8% 215 81.1% 137 75.7% 601 78.1%
離婚 6 1.9% 3 1.1% 6 3.3% 15 1.9%
分居 1 0.3% 0 0.0% 0 0.0% 1 0.1%
總數 * 324 100.0% 265 100.0% 181 100.0% 770 100.0%
教育程度
沒有完成小學 29 9.0% 21 7.8% 6 3.3% 56 7.2%
讀完小學 99 30.6% 72 27.0% 57 31.7% 228 29.6%
讀完中學 176 54.3% 156 58.4% 108 60.0% 440 57.1%
證書或文憑 16 4.9% 9 3.4% 8 4.4% 33 4.3%
大學或以上 4 1.2% 9 3.4% 1 0.6% 14 1.8%
總數 * 324 100.0% 267 100.0% 180 100.0% 771 100.0%

圖 3：建造業工業意外個案及三大意外個案總數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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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的受傷僱員主要來

自 50人以下公司（約六成）。大部分

受訪者從事現時工作已有 5年或以上

(77.5%)，20年或以上經驗的佔 35.9%，

反映受訪者在行業的年資普遍較長。受

訪者中，約有兩成人在意外發生的地點

工作不足一週，三成五人在該地點工作

不足一個月，不足半年的有 63.4%；而

在該地點工作一年以上的則只有約兩

成四。受訪者基本上每週工作 6天（約

八成）；有大約一成人甚至每週工作 7

天，而每週工作 5天的受訪者也佔約一

成。這些受傷僱員接近七成以日薪形

式支付工資，而月薪形式則佔約三成

（表 2）。

以工程種類進行分析，從事裝修

維修、安裝或翻新及樓宇建造建築地

盤工作的受訪者佔總人數超過七成，

其他地盤種類包括土木工程項目（如隧

道、公路等）(10.9%)、地基工程 (7.8%)

和建築物拆卸 (4.2%)等。進一步分析發

現，因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的

受訪者，以在樓宇建造地盤工作較多

(41.4%)，而被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件

碰撞而受傷的受訪者，則以從事裝修

維修、安裝或翻新工作居多 (46.9%)。

若以受訪者工作性質╱種類分析（表

3），因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的受訪者，以從事裝修╱油漆╱噴油╱

防漏╱泥水╱釘板╱扎鐵等有關工作

為主 (42.4%)；而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

傷的受訪者，除以從事裝修╱油漆╱

噴油╱防漏╱泥水╱釘板╱扎鐵等為

主外 (28.5%)，亦有不少是清潔╱雜工

(15.3%)和搬運工人 (20.7%)。另外，被

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件碰撞的受訪者

表 2：受訪者職業背景資料

受訪者職業背景資料
被移動物件或與
移動物件碰撞

滑倒、絆倒或在
同一高度跌倒

提舉或搬運物件
時受傷 總數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公司的總僱員人數

19人或以下 130 44.7% 85 37.6% 46 29.9% 261 38.9%

20至 49人 50 17.2% 46 20.4% 27 17.5% 123 18.3%

50至 99人 18 6.2% 20 8.8% 16 10.4% 54 8.0%

100至 299人 45 15.4% 28 12.4% 28 18.2% 101 15.1%

300至 499人 14 4.8% 9 4.0% 6 3.9% 29 4.3%

500人或以上 34 11.7% 38 16.8% 31 20.1% 103 15.4%

總數 * 291 100.0% 226 100.0% 154 100.0% 671 100.0%

從事現時工作的年資

少於 5年 67 20.5% 56 21.2% 51 28.2% 174 22.5%

5至 9年 46 14.1% 35 13.2% 22 12.1% 103 13.3%

10至 14年 69 21.2% 39 14.7% 46 25.4% 154 20.0%

15至 19年 24 7.4% 21 7.9% 19 10.5% 64 8.3%

20年或以上 120 36.8% 114 43.0% 43 23.8% 277 35.9%

總數 * 326 100.0% 265 100.0% 181 100.0% 772 100.0%

在這次意外發生的地點工作了多久

不足一週 77 23.8% 55 20.7% 34 18.9% 166 21.6%

一週以上 41 12.6% 41 15.4% 18 10.0% 100 13.0%

一個月以上 88 27.2% 77 28.9% 57 31.7% 222 28.8%

半年以上 42 13.0% 31 11.7% 27 15.0% 100 13.0%

一年以上 52 16.0% 46 17.3% 34 18.9% 132 17.1%

五年以上 24 7.4% 16 6.0% 10 5.5% 50 6.5%

總數 * 324 100.0% 266 100.0% 180 100.0% 770 100.0%

平均每星期工作天數

1天 0 0.0% 1 0.4% 0 0.0% 1 0.1%

2天 3 1.0% 2 0.8% 0 0.0% 5 0.7%

3天 1 0.3% 6 2.4% 1 0.6% 8 1.1%

4天 7 2.2% 5 2.0% 1 0.6% 13 1.7%

5天 46 14.7% 21 8.3% 12 6.8% 79 10.7%

6天 235 75.1% 191 76.1% 141 80.1% 567 76.6%

7天 21 6.7% 25 10.0% 21 11.9% 67 9.1%

總數 * 313 100.0% 251 100.0% 176 100.0% 740 100.0%

工資的計算方法

月薪 80 24.6% 82 31.1% 53 29.3% 215 28.0%

日薪 235 72.3% 173 65.8% 123 67.9% 531 69.0%

時薪 6 1.9% 2 0.8% 3 1.6% 11 1.4%

工件計 4 1.2% 5 1.9% 1 0.6% 10 1.3%

其他（每星期╱每半個月） 0 0.0% 1 0.4% 1 0.6% 2 0.3%

總數 * 325 100.0% 263 100.0% 181 100.0% 7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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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受訪者工作種類

工作種類
被移動物件或與
移動物件碰撞

滑倒、絆倒或在
同一高度跌倒

提舉或搬運物件
時受傷 總數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裝修╱油漆╱
噴油╱防漏

62 19.1% 78 22.8% 32 15.7% 172 19.8%

泥水╱釘板╱扎鐵╱
落石屎╱鋼架╱鐵模

58 17.8% 67 19.6% 26 12.8% 151 17.3%

水管╱電力裝置╱焊接 47 14.5% 43 12.6% 22 10.8% 112 12.9%

清潔╱雜工 30 9.2% 27 7.9% 31 15.3% 88 10.1%

管理層╱工程師╱
測量師╱安全主任╱
安全督導員╱文職

12 3.7% 43 12.6% 13 6.4% 68 7.8%

搬運 8 2.5% 15 4.4% 42 20.7% 65 7.5%

吊重╱負荷物移動機械
操作╱架駛車輛╱
訊號員╱交通指揮員

32 9.8% 21 6.1% 7 3.4% 60 6.9%

棚架╱拆卸 30 9.2% 17 5.0% 6 3.0% 53 6.1%

木工 19 5.8% 6 1.7% 6 3.0% 31 3.6%

打樁╱挖掘╱平整 8 2.5% 4 1.2% 10 4.9% 22 2.5%

電梯安裝╱通風系統 7 2.2% 11 3.2% 4 2.0% 22 2.5%

其他 12 3.7% 10 2.9% 4 2.0% 26 3.0%

總數 * 325 100.0% 342 100.0% 203 100.0% 870 100.0%

亦以從事裝修╱油漆╱噴油╱防漏及

泥水╱釘板╱扎鐵等為主 (36.9%)，其

次為水管╱電力裝置╱焊接 (14.5%)及

吊重╱運輸有關的工作 (9.8%)。

工傷病假天數方面，被移動物件

或與移動物件碰撞的受訪者的病假，

平均為 82天，最高達 1,095天；而因提

舉或搬運物件而受傷的受訪者，平均

病假為 135天，最高達 915天，而因滑

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而受傷，平

均病假為 120天，最高達 730天。整體

來說，受訪者的總平均病假為 112天。

以現時建造業員工每月中位工資約一

萬八千多港元推算，平均每名受傷工

友之工傷病假約引致六萬八千多港元

損失，最高可超過六十六萬多港元。在

2014年建造業這三大工業意外有 1,942

宗，若以以上數字推算，他們所導致

的工傷病假對業界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超過一億港元，反映工傷引致的損失

實在不容忽視。

受傷現場環境和安全訓
練

意外現場的環境因素方面，建造業

的三大意外均與地面情況欠佳（如充滿

泥沙╱碎石、濕滑等）、天氣欠佳（如

陽光猛烈、有雨等）及環境炎熱有密切

關係（圖 4）。

所有受訪者在受傷前均已接受建

造業平安咭安全訓練（表 4）。整體而

言，受訪的建造業受傷僱員只有 11%曾 圖 4：受訪者記述意外發生時的環境狀況

環境潮濕╱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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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體力處理操作訓練，而手工具使

用、電力安全、戶外工作安全、安全

處理危險品和高空工作安全這些涉及

多項工序的訓練卻佔不足一成。每一

個工作間均存在不同的潛在危險，僱

主應利用工程方法或行政手段控制危

害，使用個人防護設備應是最後的控

制措施，可是只有 5.7%的安全訓練與

個人防護用具使用的訓練有關，這亦

可能是因為需要使用特別個人防護設

備的工人只佔少數。

至於針對性的訓練方面，被移動物

件或與移動物件碰撞的意外可能涉及

起重機器、吊運工作、機器的使用（如

木工機械等）及負荷物移動機器等，我

們發現因這些碰撞意外而受傷的受訪

者中，只有少數人曾接受安全使用起重

機械╱裝置 (3.3%)、安全使用負荷物移

動機械 (2.4%)、木工機械安全 (1.6%)、

吊船安全操作 (3.0%)、砂輪更換及操作

(1.6%)、訊號員訓練 (2.4%)或機器操作

安全訓練 (1.4%)。至於提舉或搬運物件

而受傷的受訪者，只有不足兩成人曾

接受體力處理操作的訓練 (19.7%)。而

因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的受

訪者，他們的安全訓練沒有涉及工作

場所整理有關的訓練。結果反映建造

業受傷僱員的針對性安全訓練不足，

需要進一步加強，尤其是有關工作場

所整理、體力處理操作和安全操作器

械的安全訓練。

表 4：受訪者於意外前接受安全訓練的種類（可選多項）

安全訓練

被移動物件或與
移動物件碰撞

滑倒、絆倒或在
同一高度跌倒

提舉或搬運物件
時受傷 總數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建造業平安咭 368 100.0% 345 100.0% 218 100.0% 931 100.0%

密閉空間核准工人╱
合資格人士

65 17.7% 60 17.4% 33 15.1% 158 17.0%

手工具使用 25 6.8% 19 5.5% 16 7.3% 60 6.4%

氣體或電弧焊接╱
切割安全

19 5.2% 22 6.4% 3 1.4% 44 4.7%

安全使用起重機械╱裝置 12 3.3% 5 1.4% 6 2.8% 23 2.5%

體力處理操作 40 10.9% 19 5.5% 43 19.7% 102 11.0%

安全使用負荷物移動機械 9 2.4% 13 3.8% 3 1.4% 25 2.7%

木工機械安全 6 1.6% 2 0.6% 2 0.9% 10 1.1%

吊船安全操作 11 3.0% 11 3.2% 4 1.8% 26 2.8%

砂輪更換及操作 6 1.6% 9 2.6% 2 0.9% 17 1.8%

訊號員訓練 9 2.4% 6 1.7% 9 4.1% 24 2.6%

個人防護用具使用 14 3.8% 19 5.5% 20 9.2% 53 5.7%

電力安全 13 3.5% 17 4.9% 9 4.1% 39 4.2%

高空工作安全 34 9.2% 23 6.7% 10 4.6% 67 7.2%

機器操作安全 5 1.4% 7 2.0% 3 1.4% 15 1.6%

戶外工作安全 10 2.7% 12 3.5% 16 7.3% 38 4.1%

安全處理危險品 2 0.5% 3 0.9% 7 3.2% 12 1.3%

銀咭 48 13.0% 66 19.1% 25 11.5% 139 14.9%

其他（安全督導員、
沒有註明）

19 5.2% 17 4.9% 5 2.3% 41 4.4%

受傷時所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
近九成受訪者在受傷時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90.7%)，不足一成受訪者在受傷時沒

有使用任何個人防護裝備 (9.3%)。受訪者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以安全鞋、安全帽、

手套、反光衣為主，分別佔 84.6%、81.6%、42.8%及 25.7%。仔細分析發現，在回應

沒有佩戴安全帽的受訪者中，主要以裝修工人 (23.3%)和雜工 (10%)為主，他們主要

在室內進行工作，因此對安全帽的使用掉以輕心。地盤工作屬高風險工作，不論在

室內外工作或不同工作崗位亦應注意安全。僱主應按法例要求，嚴格執行對工人的

個人防護裝備要求，提供符合安全標準的安全帽以及其他所需的個人防護裝備，

並在工地上嚴格執行。

備註：

* 回應人數與訪問總人數有偏差，是由於部分受訪者在部分題目未能提供答案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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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夏季，代表風雨季節即將來臨。颱風、豪雨、雷暴等惡劣天氣情
況為戶外工作的員工帶來危害，僱主應履行其責任，確保員工於戶外工作
時的安全及健康，例如按實際工作情況和需要，評估風險，制訂惡劣天氣
應變計劃，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制訂上班、下班、復工或接送服務的安
排。今期《綠十字》介紹如何預防因惡劣天氣而造成的意外，讓大家提早採
取預防措施，安全迎接風雨季節及酷熱天氣的來臨。

香港不同月份常出現的惡劣天氣
員工在戶外工作期間遇到惡劣天氣很可能會受強風、雷電、極端氣溫

的直接侵襲，或是受到暴雨所引發的水浸、洪水、山泥傾瀉、閃電引發的
觸電、火災的影響，而導致意外。香港在不同的季節都有可能出現惡劣天
氣，圖 1是本港出現惡劣天氣的月份，僱主及僱員必須加以注意，以便盡
早做足準備。

月份 常出現的惡劣天氣 月份 常出現的惡劣天氣

一月 強烈季候風、寒冷天氣 七月
酷熱天氣、雷暴、暴雨、

熱帶氣旋

二月 強烈季候風、寒冷天氣 八月
酷熱天氣、雷暴、暴雨、

熱帶氣旋

三月 強烈季候風 九月 雷暴、暴雨、熱帶氣旋

四月 強烈季候風、雷暴、暴雨 十月
強烈季候風、寒冷天氣、

熱帶氣旋

五月 雷暴、暴雨、熱帶氣旋 十一月 強烈季候風、熱帶氣旋

六月
酷熱天氣、雷暴、暴雨、

熱帶氣旋
十二月 強烈季候風、寒冷天氣

圖 1：香港在不同月份常出現的惡劣天氣

強烈季候風
強烈季候風信號是指在本港境內

任何一處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季候風

之平均風速經已或將會超過每小時 40

公里。

酷熱天氣
香港於六月至八月的天氣較為炎

熱及潮濕，而天文台在香港受到酷熱天

氣影響時，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提

醒市民。在酷熱天氣下工作，員工會有

熱衰竭、缺水、熱痙攣或中暑的危險。

另外，若皮膚長時間曝露在陽光下，

亦有機會灼傷皮膚，甚至患上皮膚癌。

寒冷天氣
寒冷天氣指最低溫度低過或等於

攝氏 12度，如必須外出，應避免長時

間置身在寒風中。

雷暴
四至九月是香港較常出現雷暴的

月份。當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時，即

表示雷暴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影響香港

境內的任何地方。在雷暴的情況下，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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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員工身處在戶外而附近沒有避雷

裝置，員工有可能會被雷電擊中，因

而受傷甚至死亡。

暴雨
香港的雨季一般是四月至九月。

五、六月間雨勢較大而持續，容易造成

嚴重交通混亂，間中更會引致大範圍

水浸及山泥傾瀉，導致人命傷亡。暴雨

警告分為三級，分別以「黃」、「紅」、

「黑」三色標示。

熱帶氣旋
熱帶氣旋一般在五月至十一月出

現，九月尤為頻密。如熱帶氣旋在香

港 800公里的範圍內集結，可能影響本

港，天文台會發出熱帶氣旋報告及╱

或警告。

惡劣天氣警告及相關危害
種類 警告信號 標誌 詳情 相關危害

酷熱天氣 酷熱天氣警告 受到酷熱天氣影響 導致員工中暑、曬傷

雷暴 雷暴警告 雷暴有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至數小時內）影響香

港境內任何地方

雷電擊中員工

強風 強烈季候風信號 本港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季候風之平均風速現

已或將會超過每小時 40公里

吹倒棚架或流動式工

作台、吹起雜物、令

岸邊海面出現大浪等

暴雨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本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

過 30毫米的大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引致山泥傾瀉、山洪

暴發、水浸等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本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

過 50毫米的大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本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

過 70毫米的豪雨，且雨勢可能持續

熱帶氣旋 一號戒備信號 熱帶氣旋集結於本港約 800公里範圍內 暴雨會引致山泥傾

瀉、山洪暴發、水浸

等；強風會吹倒棚架

或流動式工作台、吹

起雜物、令岸邊海面

出現大浪等

三號強風信號 本港近海平面現正或將會吹強風，持續風力達

每小時 41至 62公里；陣風可能超過每小時 110

公里，且風勢可能持續

八號烈風或

暴風信號

本港近海平面現正或將會受烈風或暴風從信號

方向吹襲，持續風力達每小時 63至 117公里；

陣風可能超過每小時 180公里，且風勢可能持

續

九號烈風或暴風

增強信號

烈風或暴風的風力現正或預料會顯著加強

十號颶風信號 風力現正或預料會達到颶風，更可能超過每小

時 2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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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下員工須注意事項
強風中（包括當熱帶氣旋警告或強烈季侯風信號生效時）

應該做 不應做

－ 應該留意天氣報告所述的風向（氣流可能會受到附近建築
物或地形的影響，局部地區的風力會特別強勁）。

－ 應在烈風吹襲前，完成所有預防措施，包括：移除或縛緊
鬆散的物料，固定棚架等裝置，在當風窗戶貼上膠紙。

－ 如在高空工作時，突然遭受強風吹襲，應保持冷靜，並立
即通知有關人士，在安全情況下，離開高空工作地方。

－ 當強風過後，必須檢查工作台、圍板、棚架和臨時建築物
及有關吊重設備是否安全穩固，尤其是正在組裝或拆除
的通架、棚架及石矢模板。

－ 在公路及高架天橋上駕車的人士，須特別提防強勁陣風
的吹襲。

海上作業人員：
－ 每次出海前，均須留意電台的天氣預報；
－ 如在出海途中，發覺天氣將會轉壞或有颱風迫近，應及
早返回避風港內；

－ 海上作業人員在海上遇上強風，須穿上防滑安全鞋及救
生衣；

－ 船上需備有個人漂浮器具，以備萬一有人墮海，便拋向
墮海人士。

－ 不應進行任何涉及戶外的高空工作如修葺外
牆、清潔外牆、在天台搭架、和吊重等，以防
被強風吹倒或者被吹倒的物件╱設備擊傷。

－ 切勿外出。
－ 不應接近當風的門窗，以免給隨風吹來的碎
片擊中。

雷暴中

應該做 不應做

－ 停留在室內。
－ 正在戶外工作的人員，應躲入安全的建築物內。
－ 駕車人士如正在駛經高速公路或天橋，應提防強勁陣風
吹襲。

－ 留意暴雨可能隨時出現。

逗留在有被雷擊危險的建築物內的人士：
－ 不應使用電話或其他帶有插頭的電器，包括
電腦、電話等；

－ 切勿接觸天線、水龍頭、水管、鐵絲網或其
他類似金屬裝置；

－ 避免用花灑淋浴。

滯留在戶外或須在戶外值勤的人士：
－ 切勿站立於山頂上；
－ 不應接近導電性高的物體，應盡量遠離樹木
或桅杆；

－ 不應拿著尖銳長型的物體；
－ 不應配帶可能傳電的用具，例如耳筒機；
－ 躲避雷電期間，不要躺在地上，潮濕地面尤
其危險，應該蹲著並盡量減少與地面接觸；

－ 切勿在河流、溪澗或低窪地區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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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中

應該做 不應做

－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後，應採取預防水淹等措施，如清理排
水道，開啟水泵，以防積水。

－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後，在空曠地方工作的人士，應暫停戶
外工作，直至天氣情況許可為止。如須外出，應先仔細考慮天
氣及道路情況是否許可。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後，應留在室內，並到安全的地方暫避，
直至大雨停止。

－ 大雨過後，必須檢查有關工作環境（如土壤狀態）及設施，確保
安全後，才可繼續工作。

－ 切勿接近危險斜坡。
－ 大雨期間，不應進行挖掘坑穴、隧道及斜坡鞏固

工程等。
－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後，在空曠地方工作的人

士，不應繼續在戶外工作，應立刻到安全地方暫
避。

寒冷及酷熱天氣中

應該做 不應做

－ 遇上寒冷天氣，應多穿保暖衣物，以防因嚴寒而引致體溫過低。

－ 戶外工作人員，在酷熱天氣下工作，應注意：
• 穿通爽、淺色的衣服；
• 戴上適當帽子；
• 戴上太陽眼鏡；
• 在外露的皮膚塗上防曬系數 15或以上的太陽油；
• 架設臨時帳蓬作庇護；
• 到陰涼的地方多作小休；
• 飲用足夠的水。

－ 嚴寒天氣下，戶外人士不應長時間置身寒風中。
－ 酷熱天氣下，不應在中午時份陽光最猛烈時工作；

應安排在日照較弱或氣溫較低時進行燒焊工作或
安排工人輪流工作。

惡劣天氣應變計劃
正所謂防患於未然，我們雖不能

阻止惡劣天氣出現，但卻可在它出現

之前做好防備。我們應為惡劣天氣情

況制定緊急應變計劃。一個全面的惡

劣天氣應變計劃應包括以下元素：

識別有可能影響工作場所安
全的惡劣天氣情況

避免不必要的戶外工作，某些惡

劣天氣所帶來的工作危害其實是可以

避免的。例如僱主可將電焊工場置於室

內或有蓋場地，那麼下雨時或下雨後

就不會因器材被沾濕而令員工觸電。

僱主應為需要於戶外進行之工序進行

評估，考慮工序會否因為惡劣天氣而

為員工及附近人士帶來危險。如有此

可能性，僱主應盡量避免有關工序於

戶外進行，以消除危害。

並非所有惡劣天氣情況均會對所

有工作場所及員工構成影響。例如當

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時，對於身處裝

有避雷裝置之建築物內的員工並沒有

影響；但如員工身處戶外受影響範圍

內，且附近沒有安裝避雷裝置的建築

物，則存在重大危害。因此，僱主必須

識別有可能影響工作場所安全的惡劣

天氣情況，以及識別可能受影響之員

工，並制定相關應變程序，保障員工

安全。

針對惡劣天氣情況制定應變
程序

當僱主識別了那些惡劣天氣能影

響員工安全後，應針對相關惡劣天氣

情況制定應變程序。應變程序的主要

作用，就是當得悉惡劣天氣即將來臨

時，告知員工必須要執行的安全措施，

以預防意外發生。除了安全措施的內

容外，應變程序亦必須指明負責執行

措施的人員及時限，以確保安全措施

能獲切實執行。僱主亦須確保負責人

員得知應變程序的內容，讓他們於有

需要時可盡快查閱程序，例如將之貼

於工作場所的當眼位置。因應不同工

作地點的情況，安全措施的內容會有

所不同。以下為惡劣天氣下一般的安

全措施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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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情況 安全措施

強風 － 將棚架及圍板加固拉緊，並拆除帆布
－ 避免操作起重機，並將吊臂置於安全位置
－ 停止操作吊船，將其收回並加以穩固
－ 收好或綁緊容易被風吹倒的物件，例如貨櫃、流

動式工作台等
－ 將容易被風吹起的物件搬入室內
－ 如須駕駛，駕駛者應特別提防強勁陣風的吹襲
－ 工作人員避免岸邊工作
－ 海上工作人員應特別注意可能出現之大浪及暗

湧

暴雨 － 工作人員盡量留於建築物內
－ 工作人員遠離河道
－ 工作人員避免走近陡峭的斜坡及護土牆，以及避

免於山區泥帶和有山泥傾瀉警告指示牌的道路
內駕駛，尤其當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警告」時

雷暴 － 戶外工作人員應於建築物內躲避
－ 如附近沒有建築物，切勿站於山頂上或接近導

電性高的物體；盡量遠離樹木或桅杆；蹲著身子
但不可躺在地上

－ 盡量不使用電話或其他帶有插頭的電器

酷熱天氣 － 避免戶外工作
－ 如必須於戶外工作，應使用太陽傘等遮蓋物，避

免曝曬
－ 工作人員多喝開水，並且在適當時間於清涼地

點休息
－ 工作人員穿淺色及通爽工作服
－ 工作人員戴闊邊帽及使用防曬用品
－ 如於室內工作，必須確保有足夠通風

貨貨櫃放在最頂層等，以減少貨櫃被

強風吹倒的機會。僱主必須提供執行

應變程序所需的設備，並定期作檢查

及保養，以確保設備時刻保持功能正

常。

此外，僱主亦必須向應變小組組

員提供足夠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

帽、防滑鞋（減低員工於濕滑環境下滑

倒的機會）、防曬用品（減低員工被曬

傷的機會）、雨衣等，以確保他們的安

全。但僱主必須切記並不可單靠個人

防護用品去解決惡劣天氣所帶來的危

險。

為應變程序進行演習
為了應變程序可被正確及迅速執

行，僱主必須安排定期演習，讓應變

小組組員熟習如何執行應變程序。

設立惡劣天氣消息的通報機
制

僱主應安排員工留意天文台所發

出之惡劣天氣警告信號，並建立通報

機制將警告信號通知應變小組及可能

受影響人員，以便一旦天文台發出預

報甚至剛發出警告信號時，應變小組

可盡快啟動應變程序，以及受影響人

員可及早注意。此外，天文台亦有利用

傳真、直接通訊以及透過互聯網向特

殊用戶發送預報及警告的收費服務。

如工作地點容易受惡劣天氣影響而為

員工帶來危害，僱主應考慮是否需要

使用該服務，以確保能盡快掌握關於

惡劣天氣的資訊。

結語
要全面避免惡劣天氣對工作安全

的影響，僱主除了要留意上述應變措

施之外，亦需於惡劣天氣來臨前做好

準備，以及在惡劣天氣過後為工作地

點做足檢查，方為萬全之策。 

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或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除絕對必須

當值的人員之外，其他工作人員應立

即停止工作。至於其他惡劣天氣情況，

僱主應視乎是否會影響工作人員的安

全，而決定停工與否。

設立應變小組
僱主必須設立惡劣天氣情況應變

小組，讓他們於惡劣天氣快將出現時

執行應變程序。僱主必須向應變小組

組員提供相關訓練，讓他們有足夠能

力執行其職責。

提供應變設備
如果工序必須要在戶外進行，僱

主應向員工提供安全的作業裝置以保

障他們的工作安全及健康。僱主亦須

使用安全的工作方法，以減低因惡劣

天氣而帶來的風險。例如於貨櫃場內

限制貨櫃堆疊的高度、將貨櫃放在狀

況良好的地面、整批堆放貨櫃並將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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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夏天非常炎熱和潮濕，無論工

作地點是室外或室內，若沒有採取適
當的預防措施，就有機會中暑。事實
上，香港不時會發生在工作時中暑的
個案，當中不乏於戶外進行體力勞動
的員工（如建築工人及園藝工人等），
還有職業司機及廚房的員工等，而嚴
重個案，更有致命風險。因此，僱主應
提供適當的指引、監督、訓練及預防
措施，而僱員必須按照僱主指示，積
極採取所需的預防工作，避免在酷熱
環境下工作時中暑。

中暑的定義及成因
中暑表示身體的體溫調節機能嚴

重失控而不能保持熱平衡。體內產生
的熱力無法藉出汗來散熱，令體溫不
斷上升。患者初時會感到疲倦、口渴、
噁心、頭痛及皮膚濕冷。其後，患者的
皮膚變得乾燥燙熱，體內的核心溫度
可高逾攝氏 41度。此時，患者可能會
神志不清，甚至不省人事，如不及時
治理，會有致命風險。

中暑的成因有很多，包括環境因
素、工序性質及個人因素，這些因素
會影響中暑風險的程度。

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包括工作地點的溫度、

濕度、空氣流通情況及是否被陽光直
接照射等。

工序性質
工作是否需要大量體力勞動。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包括員工的身體狀況、

員工是否適應酷熱的工作環境及所穿

的衣服等。

暑熱壓力的風險評估
要有效預防中暑，僱主應就工作

地點的暑熱壓力風險進行評估，並根

據評估結果採取有效預防措施。勞工

處出版了一份名為《預防工作時中暑的

風險評估》小冊子，協助僱主認識如何

進行暑熱壓力評估。

《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小冊子

風險評估的核對表是以問題形式，
列出在評估工作地點的中暑風險時應

考慮的多項相關因素，涉及範圍包括：
工作地點的溫度、濕度、熱輻射、空氣
流動、員工的工作量、衣物及適應力
等。

熱壓力評估核對表（樣本）

僱主可委任一名熟悉有關工序，

並具備暑熱壓力風險評估相關知識及

經驗的人士為評估員，而該評估員可使

用核對表對有關工作的中暑風險進行

評估，包括使用適當儀器量度熱壓力

參數及分析有關結果。進行評估前，評

估員應先確定有關工作的基本資料，

包括工作的地點、方法、時間、使用的

器具及涉及的員工等，然後按核對表

內所列舉的各項因素逐一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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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 將患者移到清涼的地方及降溫

以「是」作答，表示可能有潛在暑熱壓

力風險，越多問題以「是」作答，則表

示潛在的風險越高。評估員考慮所有

因素後，需綜合整體所得的資料，然

後就評定風險程度作結論，並建議應

採取的有效預防中暑措施。

預防措施
為降低員工工作時的中暑風險，

工作場所可按需要及可行性推行多項

消暑降溫措施及工作安排。

提供足夠飲用水
供應足夠的清涼飲用水，讓員工

可隨時飲用，並鼓勵他們多飲水。有需

要時，提供含礦物質的飲料，讓員工

可以補充大量排汗時所失去的電解質。

戶外工作設置合適遮蓋
避免員工長時間在高溫的環境或

直接在猛烈陽光的照射下工作，盡可

能架設臨時上蓋阻擋陽光，以降低員

工體溫。

使用機械通風設備輔助
分隔工場內的高溫設施及散熱裝

置，減少熱能散發到工作間而影響員

工。於空氣流通不足之工作場所，使

用風扇或加裝通風或空調設備輔助，

以降低工作地點之溫度。

提供個人降溫設備
考慮提供個人降溫設備，例如：

清涼巾、清涼反光衣、於安全帽上使用

之太陽擋等。鼓勵員工穿着淺色的衣

物，以減少吸收熱能和增強散熱效果。

提供員工休息區
於工地提供員工休息區或在可行

範圍內提供有空調的房間。透過定時

休息或輪流負責不同職務及到不同工

地工作，讓員工降溫，並減少他們曝

露在高溫環境下的時間。

調節工作長度和時間
因應天氣情況，如天文台發出酷

熱天氣警告或在工地現場量度酷熱指

數過高時，調節工地的工作長度，或

調節員工在酷熱時段的工作時間及休

息安排，並在可行範圍內重新編排，

讓員工在較清涼的時間（如清早）和較

清涼的地方（如設有蔭棚╱遮蔽處的地

方）進行工作。提供手推車等適當的機

械輔助工具，亦可減少員工處理操作

時需消耗的體力。員工如未習慣在酷

熱環境下工作，應給予時間讓其身體

適應。

中暑急救處理方法
若發覺員工有中暑徵狀，應立即

通知管方。管方應即時為患者提供適

切的急救處理，並盡快把患者送院治

理。

中暑急救的方法
－ 先將患者移到陰涼通風的地方，

及盡快降低患者的體溫，例如用
濕毛巾擦拭患者的身體，或開動
風扇增加空氣流通量等。

－ 如患者仍然清醒，可給予飲用開
水補充水分；若患者已失去知覺，
應將患者置於復原臥式，以保持
患者的呼吸道暢通。

將失去知覺的患者置於復原臥式，以保持其呼吸道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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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清涼降溫用品
運動員經常使用個人清涼降溫用

品，對於戶外工作人士亦十分適用。

因此，本港近年引入了一些備有清涼

降溫效能的個人用品，有助暫時減低

使用者身體表面的溫度。而較常見的

個人清涼降溫用品包括：

清涼帽
帽內層為鎖水或水凝物料，使用

前只需將物料浸泡或噴灑清水一段時

間（通常介乎數分鐘至十多分鐘，確實

所需時間應參考製造商建議），便可佩

戴。鎖水物料的清涼感覺一般可保持

數小時，而降溫可較環境溫度相差攝

氏 4度，這類物料可用洗衣機清洗；水

凝物料在濕水後避免放進冰箱來加強

其冷凍效果，因為從冰箱取出後立即

佩戴有可能凍傷使用者皮膚。有關物

料藏於布料內，接觸水後便會水凝發

脹，形成啫喱狀並發揮清涼效果，所

以不適宜用洗衣機來清洗，因為在滾

動的清洗過程中，可能會令收藏有關

物料的布料破損而造成物料洩漏。

清涼帽

清涼頭巾
水凝物料藏於頭巾的布料內，使

用前只需將頭巾浸泡或噴灑清水，物

料發脹後便可佩戴。同樣地，頭巾在

濕水後應避免放進冰箱內，亦不適宜

用洗衣機來清洗。清涼頭巾適合於廚

房和爐房等酷熱工作環境使用。

清涼頭巾

清涼帶（額頭和頸）
水凝物料藏於頭帶或頸帶的布料

內，使用前只須將頭巾浸泡或噴灑清

水，物料發脹後便可佩戴。清涼帶在

濕水後避免放進冰箱內，亦不適宜用

洗衣機來清洗。適合於園藝和廚房等

酷熱工作環境使用。

清涼帶

清涼墊
清涼感覺一般可長達數小時，而

降溫效果可較環境溫度相差攝氏 4度。

這類鎖水物料可用洗衣機來清洗。但使

用時要注意鎖水物料的底與面位置，

物料的底應接觸使用者身體，物料的面

則較遠離使用者身體。清涼墊通常搭

蓋在使用者的兩肩及上背面來使用，

而清涼墊的使用面積可自行剪裁。

清涼墊

凍巾
由於毛巾經含有「凍精」的處理，

所以使用前無需沾水或冷藏，只需打

開包裝，便會即時變凍及發揮降溫作

用。一般可使用數小時，但不可循環

再用。如需於酷熱環境工作，可考慮

放在手提包，以備急救及不時之需。

凍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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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職安局亦開辦了「暑熱壓力評估員訓練」

課程，加強學員對預防工作時中暑的認識。

課程講解如何使用監測暑熱天氣和壓力的儀

器，從而訓練學員掌握進行暑熱壓力評估的

技巧，明瞭在酷熱環境下工作所涉及的暑熱

危害及相應的控制措施。歡迎向職安局查詢

詳情（電話：2311 3322或 3106 2000）。

公開講座
為加強業界對酷熱環境工作的認識，職安局會定期舉辦公開講座，並邀請

勞工處或其他機構的代表講解在酷熱天氣下戶外工作對健康的危害，並介紹

熱壓力評估、中暑的徵狀、急救及預防措施。有興趣人士，可瀏覽職安局網頁 

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OS_14_07_2015.pdf 

刊物及課程
勞工處除了出版《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小冊子外，亦針對建築地盤和

戶外清潔工作地點編印了相關的「熱壓力評估核對表」，當中列出評估時應考慮的

多項因素。

此外，勞工處 (www.labour.gov.hk)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www.oshc.org.hk)亦有出

版與預防中暑有關的刊物，有興趣人士可到網站下載。有些刊物還備有不同語言，

供小數族裔人士閱讀。

清涼背心
清涼背心分為鎖水或水凝物料。

鎖水物料的清涼感覺一般可保持數小
時，而降溫可較環境溫度相差攝氏 4

度，這類物料可用洗衣機來清洗。水
凝物料在濕水後避免放進冰箱來加強
其冷凍效果，因為從冰箱取出後立即
佩戴有可能凍傷使用者皮膚。

清涼背心

冷凍背心
冷凍背心適用於戶外及室內的高

溫工作環境，冷凍背心的衫身設有小
型風扇，使用時需配合冷凍包，而冷凍
包須預先於冰箱冰格冷藏。使用時，
將冷凍包放進背心的內袋中，穿上後
開啟風扇，令涼風流動至全身，幫助
蒸發汗水，使身體降溫。一般可維持
清涼降溫效能約 2.5小時。

冷凍背心

酷熱天氣下工作預防中暑
（巴基斯坦文（左）及中文（右））

建築地盤（左）及戶外清潔工作地點（右）
的「熱壓力評估核對表」

「暑熱壓力評估員訓練」課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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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越來越注重職安健，亦

投放不少資源於改善工作間環境設備

及員工培訓，以減少意外的發生。然

而，所謂防患於未然，在改善工作環

境的職安健措施之餘，亦必須有急救

及緊急應變的安排。若工作地點發生

嚴重事故，更必須要有周詳的急救處

理及緊急應變計劃，以確保能快速及

有效地處理大量傷者的驗傷分類，並

適當地分配救援資源。

為協助各行各業員工裝備好自己，

以處理突發的工作場所嚴重事故，職

業安全健康局特別新增設「工作地點嚴

重事故的緊急應變及救援演練」課程，

讓學員透過理論及實習，認識嚴重意

外事故的應變原則及救援安排。此課

程已於 2015年 3月 27日於青衣職安健

學院舉行；所有參與學員本身需持有

合資格的急救證書。

課程首部分為理論課，主要介

紹及討論嚴重意外事故的 4C應變

原則，包括指揮 (Command)、控制

(Control)、協調 (Co-ordination)和通訊

(Communication)，以及分別講解海上及

陸上嚴重事故現場的一

些處理技巧，包括詳細

檢查傷者及分類傷者、

處理大量傷者的安排、

簡述急救器械的操作程

序（包括自動外置式心

臟去纖維顫動器、復甦

器）、安排運送傷者等。

而課程的另一部

分則是個案實習。當天課堂的學員按

人數比例分成小組，分別模擬兩個不

同的陸上嚴重事故現場，包括地盤工

作台倒塌以及長者院舍廚房火災，進

行救援工作。各救援小組於實際演習

前，導師先安排分組討論，並指導如何

進行分工，調配人手擔任小組指揮，

以及負責檢查傷者、尋找傷者、召喚

救護車等，以及制定救援計劃。

討論完成後就進行演習；每一個

模擬事故現場都有四名不同程度的傷

者－包括昏迷無呼吸的傷者、懷疑傷

及脊柱的傷者，以及較輕傷的傷者，以

讓負責救援的學員運用不同的急救知

識和方法外，亦可提供機會讓他們實

習如何判斷傷勢、將不同傷勢的傷者

分流、以及善用現場的人手和資源等。

另一方面，每個模擬事故都有不

同的潛在環境風險，目的是讓學員實

習制定事故現場的內警戒線（即判斷仍

有潛在風險而需將傷者盡快撤離的區

域），以及傷者治療區的重要；而導師

除了即時提醒救援隊的可改善之處，

同時亦模擬一些可能於事故現場發生

的細節，包括於警戒線內的緊張氣氛、

有些傷者會產生恐慌、有些傷者有不

同的需要，如感覺寒冷等；令模擬事

故現場更貼近現實。

為確保學員得以學以致用，課程設有個案實習環節：學員分成兩組，模擬不
同意外場景，實習制定及施行救援計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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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新課程－
工作地點嚴重事故的
緊急應變及救援演練

由於是次乃學員完成理論課後首

次進行實習，導師除了從旁指導外，

亦會小心記錄各學員可以進一步改善

的地方，於實習完成後再一次提醒學

員，同時亦設有學員分享和檢討時間，

透過交流他們扮演不同崗位的感想和

觀察，令各學員對救援工作的重點：

包括團隊合作、清除危機及使用不同

救援器材，如擔架和自動外置式心臟

去纖維顫動器 (AED)等；以及事前計劃

和分工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體會。

導師除了從旁指導外，亦會小心記錄各學員可以進
一步改善的地方，於實習完成與分享和檢討，令各
學員都對救援程序有更深刻的體會。

除了讓學員使用不同的器材實習

陸上的事故外，課堂實習現場亦有展

示針對海上事故的救援器材和用具，

藉此機會供學員認識。

其中一位學員是

於海洋公園擔任安全

及潛水經理的 Eric。他

指，因為海洋公園人流

多，園內亦有不少動

物，部分同事更需要進

行潛水等較高危的工作

來照顧牠們，所以他十

分重視防範事故的發

生，希望透過參與是次

課程，提升對嚴重事故

的應變技巧。

Eric認為是次課程所教授的 4C緊

急應變技巧非常實用，能應用到不同

事故應變範疇上；而他亦認為演習非

常重要：「海洋公園本身也經常會舉行

不同的演習，以備不時之需；但有時

同事會習以為常，到真實事故時就未

必可以發揮出水準。今天的演習非常

實用，讓大家真的能從中了解不足之

處，而且亦令我深深感受到救援團隊

中，能為團隊提供適當及清晰指令的

領導者相當重要；因此亦希望加強對

救援團隊指揮的訓練，令他們裝備更

充足，萬一意外發生，都可更有效處

理，減少傷亡。」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職業安全及健康經理 Edith（左）
及海洋公園擔任安全及潛水經理的 Eric（右）分享課
程的心得，認為獲益良多。

另外，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職業

安全及健康經理 Edith則於長者院舍的

廚房火災個案中擔任救援小組指揮的

角色。由於她工作的機構所提供的服

務類型相當廣泛，包括長者院舍、長者

中心、青少年中心、幼兒中心等等，亦

涉及不同的使用者，因此為不同服務

單位和不同類型服務所面對的不同情

景，緊急事故的風險評估以及制定相

應的緊急應變指引，相當重要。Edith

表示：「有些服務單位，例如一些青年

中心，會舉行一些小組戶外活動，往

往只有兩三位同事帶隊；所得到的資

源和人手都不一樣，因此希望學到更

多的嚴重事故的緊急應變手法，讓機

構的安全部能協助不同的服務單位制

訂更全面的事故應變指引，防患於未

然。」

是次課程，除了讓 Edith學到救援

的原則，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服務上，

同時亦令她感受到提升同事急救技術

的重要性。由於課堂展示了不同種類

的急救器械，Edith又在實習個案中

使用AED，所以引發她考慮將AED等

設備推展至其服務單位的工作地點，

以應付不時之需。課堂結束後，Edith

總結她的課後感想：「人命是最重要

的，如何減少事故中引致的傷亡，並

快速回復現場狀況，對我而言，至為 

重要。」 

有興趣報讀本課程的人士，可瀏

覽職安局網址 https://eform.oshc.org.

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 .

asp?CouID=570，或掃描以下二維碼

學員模擬意外救援程序時，同時亦實地使用不同的救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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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行程
考察團為期共 5天，行程設計從實用的角度出發，包括課堂交流、實地考察、

個案分析、討論及交流等（詳見表 I），務求令各參加者能深入了解新加坡建造業界

不同持份者於推行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的政策、措施及實務管理等的成功經驗。

表 I：考察團的行程活動

日期 上午活動 下午活動

3月 23日 • 新加坡工作場所安全與衞生
2018策略及框架

•  新加坡工作場所安全與衞生理
事會於建造業的倡議策略

• 新 加 坡 的「 b i z S A F E 」&
「CultureSAFE」計劃

• 新加坡建造業有關工作場所安
全與衞生統計數字

• 相關法例的執行原則和框架
• 職安健執行策略部門 ( O S H 

Tactical Enforcement Command, 
OSHTEC)

• 安全標準的支援

3月 24日 • 新加坡工作場所與健康管理制
度 (Workplace Safety &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WSHMS)
及 建 造 業 安 全 審 核 計 分 制
度 (Construction Safety Audit 
Scoring System, ConSASS)簡介

• 新加坡風險評估 (RM 2.0)

• 實地考察 I －高壓電纜系統：裕
廊島地下電纜項目 (Jurong Island 
Cable Tunnel Project, JICTP)

3月 25日 • 建築設計安全 (Design for Safety, 
DfS)：由指引至立法

• 全面工作場所安全計劃
• 重投工作 (Return-to-work)試點

研究
• 一般建造業安全及吊重督導員安

全課程

• 實地考察 II –城市發展集團 (City 
Developments Ltd, CDL)住宅項
目 "The Venue Residence"的地基
工程

3月 26日 • 建造業石棉處理
• 新加坡起重安全及其立法框架

• 實地考察 I I I －新加坡西部大
士西地鐵延線工程 (Tuas West 
Extension)

3月 27日 • 業界代表經驗分享
• 模板及臨時支架意外個案分析

• 實地考察 IV －新加坡東部勿洛
北地鐵車站及隧道工程 (Bedok 
North Station)

香港多項大型基建工程正進行得

如火如荼，為建造業的職安健表現帶

來不少挑戰；而新加坡與香港在發展

模式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加上新加坡

近來亦有多項基建工程上馬，讓本港

建造業持份者到新加坡借鑑當地的成

功經驗，正好讓面對類似情況的香港

建造業界作參考。因此，職業安全健康

局、新加坡人力部及工作場所安全與衞

生理事會於 2015年 3月 23至 27日合辦

「新加坡基建工程及設計安全標準借鑑

考察團」，以一系列講座及實地考察探

討有關基建工程及設計安全的課題，

讓本港及鄰近地區的建造業持份者借

鑑其他國家的基建項目及安全管理經

驗，進一步提升業界的職安健表現。

考察團成員
是次考察團由職業安全健康局主

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帶

領，業界參與人士共有 20位，包括來

自多間建築公司的管理層、政府部門

的專業人員，以及建造業議會、大專

院校的代表等；澳門勞工事務局的代

表亦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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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交流
為了令參加者更了解新加坡建造

業於推動職安健的實際情況，新加坡

工作場所安全與衞生理事會除了安排

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的專家擔任講師

外，亦邀請到新加坡在職安健方面有

優秀表現的獲獎機構代表分享其於工

作場所推行安全管理及技術的經驗和

心得。

考察團成員透過一連串的課堂，

深入探討新加坡在建造業界的各項職

安健議題，如吊重安全、重投工作試

點研究及風險管理措施等，對加強香

港業界的職安健措施很有參考價值。

特別是新加坡的建築設計安全（Design 

for Safety，簡稱DfS），將業界由以往被

動的遵從角色轉變為主動促進安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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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時加入安全的元素，

加強建築物往後在保養及維修的安全

施工程序，有效減低潛在風險。考察

團成員下課後亦爭取機會與新加坡業

界互相交流策略和經驗，令兩地建造

業界的職安健水平都可更上一層樓。

基建工程實地考察
為使考察團能更全面地觀察到新

加坡基建工程作業的安全規劃和安全

管理制度的執行，新加坡工作場所安

全與衞生理事會亦安排了不同基建項

目的實地視察，包括深約 60至 80米

通向為裕廊島 (Jurong Island)提供電力

的地下高壓電纜系統。考察團亦參觀

了兩個興建中的鐵路項目，包括位於

新加坡西部的大士西延線工程 (Tuas 

West Extension)及新加坡東部的勿洛

北地鐵車站及隧道工程 (Bedok North 

Station)；以及一個住宅項目的地基工

程，並了解該地盤使用的多項嶄新建

築技術，包括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的應用及工

廠預製體積建設 (Pre-fabricated Pre-

finished Volumetric Construction, PPVC)

技術等等。

考察團成員於參觀城市發展集團住宅項目地基工程後合照。 考察團成員於參觀大士西地鐵延線工程的架空天橋後合照。

適量的休息及餘暇活動有助工人

緩減壓力，工作時能更集中精神，減

少意外發生。因此，一個能讓工人得到

充分休息的空間亦相當重要；考察團

參觀了工地的員工休息室及宿舍等；

有部分工程地盤更設有小型健身室供

員工使用；宿舍亦整齊清潔，讓員工

得到充分的休息。

大士西地鐵延線工程的載人籠有嚴格規定，以確保
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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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在實地考察時亦留意到當地

的工程地盤中，管工對於安全行為的監

控都相當嚴謹，亦會嚴格要求員工保持

工作場所安全；例如看到有人高空工

作而未有佩戴安全帶，他們會即時指

正：「他們的工作場所整理做得很好，

到處都非常工整，值得我們借鏡。」而

行程中他亦有機會深入認識新加坡的

城市發展集團住宅項目的工地設有員工宿
舍，並提供洗衣、健身室等設備。

建築設計安全 (Design for Safety, DfS)及

重投工作 (Return-to-work)的推行策略

和細節，並有機會作提問以進一步了

解，令他獲益良多；他希望能將有關

經驗帶回本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職

安健水平。而他亦認為業界都應把握

與其他國家一同推行職安健的機會：

「我認為每一個交流機會都非常寶貴；

如能保持投入、求知的心態參與，一

定能學得更多！」

總結
今次新加坡的考察行程中，成員

透過不同業界持份者的分享以及不同

類型工程項目的實地考察，深入了解

新加坡在推行及改善安全管理制度和

發展安全技術上的成功經驗。期望業

界、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能繼續合作，

將交流所得的心得學以致用，進一步

豐富香港的職安健文化。 

考察團成員感受
俊和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規

範管理）吳志文先生是今次考察團成員

之一；他認為是次考察的安排對深化

所學很有幫助，上午安排理論課堂，

而下午則到實地視察，可以即時將上

午所學實地應用，從而加深認識。

考察團成員到新加坡東部勿洛北地鐵車站及隧道工地視察。

考察團成員專心聆聽工地代表的講解。

導師正講解工程安全管理。

在工地張貼了很多不同及有趣的職安健海報，
有效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亞太中心從職安局副主席
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手上接過「安全文化大獎」金
獎。
Representatives from ‘Hong Kong Pacific Centre’, 
which managed by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received the Safety Culture Gold Award from Dr 
Alan Chan, JP, Vice-Chairman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第二屆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 2014/15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Best Property Safety Management Award 2014/15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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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服務中的維修保養工作

涉及高處工作、密閉空間工作、裝修

及維修工程等多個工種，當中面對不

少職安健挑戰。物業管理機構於確保

物業環境的安全上，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他們的工作同時需要各服務承

辦商的通力合作，才可以為從業員和

業戶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和居

住環境。為鼓勵物業管理機構實施有

效的安全管理制度，並為業界提供借

鑑彼此實務經驗的平台，職業安全健

康局聯同勞工處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

協會合辦「第二屆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

大獎 2014/15」。分享會暨頒獎典禮於

2015年 3月 19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圓滿舉行，共頒發 31個獎項，嘉許在

推行職安健有傑出表現的物業管理及

相關服務項目。在業界的鼎力支持下，

今屆大獎反應熱烈，共接獲 147個物業

項目參賽。除往年已設有的「最佳職安

健物業管理大獎」、「最佳高處工作安

全改善計劃」和「安全文化大獎」外，本

年度更增設「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承辦

商」獎項，藉此鼓勵為物業提供保安、

至於「最佳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

劃」金獎由兩個項目共同獲得，其中新

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的「國泰航空貨運

站」，透過建立「安全工作系統」，包括

詳細的工作細節及技術要求評估、危

害識別、安全程序的制定和執行，以

及定期檢討及監察等，務求將高處工

作的風險程度減至最低。新昌亦透過

改善工作程序，減少員工需要進行高

處工作的機會；例如天花上的燈飾都

可以降至地面，員工不需進行高處工

作都可以輕鬆更換燈泡。

另一個金獎項目為香港房屋協會

的「景新臺」。房協除透過設計創新的

環境衛生或園藝花藝服務的承辦商提

升其職安健水平，並促進管理公司及

服務承辦商雙方溝通。各獎項類別均

設有金、銀、銅及優異獎。

「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承辦商」金

獎由力新清潔有限公司的「曼克頓山」

獲得。力新參照安全管理制度中的 14

個元素進行安全管理，識別潛在的安

全風險，以制定安全守則；並會作定

期安全巡查及緊急應變演習，保障員

工安全。在推行此安全管理制度後，

工作意外率明顯下降，員工安全意識

亦有所提升。

「安全文化大獎」金獎則由信和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的「亞太中心」奪得。

信和採取「三不政策」－不記名、不責

備、不記過，以鼓勵員工匯報不安全

行為；同時推行關顧新人及少數族裔

計劃，由資深員工指導新入職和少數

族裔員工安全事項，亦鼓勵員工參與

職安健培訓和知識交流等，從而提升

機構的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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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代表施展渾身解數，以不同的形式，包括話
劇、短片、歌舞等帶出職安健訊息。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hared 
their OSH measures through drama, video clips, 
singing and dancing.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頒發「最佳職安
健物業管理大獎」金獎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國際
金融中心二期。
Mr Donald To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presented the Gold Award of the Best Property 
Management Award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o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from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代表均施展渾身解數，以話劇、短片、

歌舞等不同形式帶出職安健訊息；在生

動活潑的演繹背後，有着深刻的意義；

例如得到「最佳演繹獎」金獎的信和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中央廣場」，其物業

經理林先生就想到漫畫蝙蝠俠故事中

的歹角小丑總是把「Why so serious?」

掛在嘴邊；然而，職安健就是應該認真

看待的事情，於是就想到以蝙蝠俠和

小丑作主人翁，讓蝙蝠俠教育小丑將

「Why so serious?」逆轉，一同以「Take 

it serious」的心態看待職安健。

方法改善工作程序，減少員工於高處工

作的時間，例如自創「攪攪擦擦機」，

讓員工只需安站於地面都可以清潔天

花位置；另一方面，景新臺於入伙初

期已為日後維修和保養的需要作好準

備，在需要進行高處工作位置進行風

險評估及加裝防墮設施，並配合屋苑

整體的防墮裝置系統計劃，有效提升

工友的職安健意識。

「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金獎

則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國際金融中

心二期」奪得。國金二期發展、實施及

不斷改善其安全管理制度，監察承辦

商及機構內部的安全表現，與及實施

職安健通報機制，以保障租戶、員工

及公眾人士的安全。此外，國金二期

於吊船上安裝「安全眼」，讓督導員隨

時監察吊船上的情況，確保工人在進

行高處工作時切實遵守安全守則。

和政策，以保障業主及租戶的安全。

為此，職安局聯同勞工處推出「職安健

星級企業安全認可計劃」並設立「職安

健星級企業名冊」，羅列已獲認證、在

安全管理有一定水平的企業，讓物業

管理機構、業主及租戶在挑選裝修及

維修承建商時參考。他並鼓勵大家繼

續同心協力，推動物業管理行業的職

安健工作做得更好，更全面。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太平紳士表示，

物業管理機構既擔當業主代理的角色，

亦是部分地方的佔用人，對機構及承

辦商員工的工作安全，有一定的責任，

故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防止工傷意

外發生。他期望各業界代表能藉今次

分享會的平台，互相借鏡，共同提升

業界的職安健文化。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譚國

榮認為，人力資源是企業最寶貴的資

產，要員工工作得心應手，安全健康

的工作環境是不可或缺的，並認為是

次大獎對業界極具意義，一方面可提

高從業員的職安健意識，更能於行內

推廣良好的職安健文化，他勉勵業界

保持緊密合作，讓員工能在更安全、

更健康的環境下工作。

分享會參加者，於屋苑管理處維

修部工作的林先生表示，今次活動讓

他學習到不少參與機構分享其推動職

安健的經驗，尤其有關高處工作和噪

音等的職安健知識，讓他溫故知新，

有助日後更融會貫通相關知識，確保

工作安全。 

而 22個入圍「最佳職安健物業管

理大獎」和「最佳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

劃」的項目代表則於分享會上與業界分

享其推行職安健管理的寶貴經驗和心

得，同時競逐「最佳演繹獎」。各項目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

紳士於頒獎禮上致辭時表示，物業管

理機構是推動安全健康一個重要的夥

伴，是安全守護者，需要豐富的職安

健知識，以及行之有效的職安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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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譚國榮先生頒發「最佳
職安健物業管理承辦商」金獎予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得獎項目為「曼克頓山」。
Mr Ivan Tam,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presented the 
Best Property Contractor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Gold Award to ‘Manhattan Hill’ from Nixon 
Cleaning Company Limited.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OSH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sharing to 

enhance the overall safety cul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There were two Gold Award 

winning entries for the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Working at 

Height, they were ‘Cathay Pacific Cargo 

Terminal’ from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and ‘Kingston Terrace’ 

from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Synergis implemented the ‘Safety System 

at Work’ which include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of task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dentification of hazards,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procedures, and regular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o as to minimize risks 

associated with working at height. 

Synergis also altered their working 

procedure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employees to work at height , for 

instance, employees can change light 

bulbs easily by using lighting apparatus 

which can be lowered from ceiling 

height to ground level.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introduced innova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work procedures and reducing 

the time that employees spend working 

at height. For example , the newly 

invented ‘turn and clean machine’ allows 

employees to stay at ground level while 

cleaning the ceiling. During the early 

days when the occupation permit had 

only just been issued, a work-at-height 

risk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and 

fall arresting system was installed to 

facilitat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works. 

These arrang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ll-Arresting 

System’ Programme, has enhanced the 

OSH awareness of all staff.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contractors. There 

were gold, silver, bronze, and merit 

awards for each category.

The Gold Award of the Best 

Property Contractor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ent to ‘Manhattan 

Hill’ from Nixon Cleaning Company 

Limited. Nixon enforced the 14-element 

Sa 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 , 

identified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and 

devised in-house safety rules for all 

workers. Regular safety inspections and 

emergency drills were conduct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mploye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S, the 

accident rate h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safety awareness amongst staff 

members were enhanced.

Property management covers a 

wide spectrum of services, including 

working at height, working in confined 

spaces, repair and maintenance works, 

and more. In view of its diversity, the 

Industry is facing ris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hallenges. Proper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ir contractor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ensuring a safe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employees and 

occupan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proper ty management industr 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experience sharing across the secto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SHC) co-organized the ‘Best 

Property Safety Management Award 

2014/15’ with the Labour Department 

and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 ty Management Companies . 

The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19 March 

2015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 total of 31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 recognize 

proper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related properties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 management. With 

the enthusiast ic support from the 

industry, a total of 147 entries were 

received. This year, a new category of 

award – ‘Best Property Contractor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as 

introduced,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three ( ‘Best Property Management 

Award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 ,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Working at Height’ and 

‘Safety Culture Award’), to encourage 

contractors that are provi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al hygiene and horticulture 

& floriculture services to enhance their 

OSH standards, and help to facilitate the 

The ‘Hong Kong Pacific Centre’ 

from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won the Safety Culture Gold Award. 

Sino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3 Nos’, 

namely ‘No Name, No Reprimand, No 

Blame’, to encourage the reporting of 

unsafe behaviours. Meanwhile, a new 

scheme was implemented to enable 

new staff members, as well as ethnic 

minorities, to receive OSH guidance 

from experienced staff. Staff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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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中央廣場以漫畫主角蝙
蝠俠及小丑作藍本，帶出實踐職安健要「Take it 
serious」的訊息，勇奪「最佳演繹獎」金獎。
The ‘Centrium’ from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won the Best Performance Gold Award for 
their drama, which portrayed the comic characters 
Batman and the Joker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OSH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頒獎予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劃」金獎得主香港房屋
協會－景新臺（上）及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國泰
航空貨運站（下）。
Ir Conrad Wong, BBS, JP, Chairman of the OSHC 
presented the Gold Award of the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Working at Height to 
the winners,  ‘Kingston Terrace’ from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upper), and ‘Cathay Pacific 
Cargo Terminal’ from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lower).

Working at Height shared their valuable 
exper ience in imp lement ing OSH 
management with participants through 
drama, video clips,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Gold Award winner, the ‘Centrium’ 
from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performed a drama with Batman and 
the Joker as the main characters. Mr 
Lam, the Property Manager, said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Joker’s famous 
line, ‘Why so serious?’, in the Batman 
story. However, OSH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and thus he developed a story 
where Batman corrected Joker’s ‘why 
so serious’ approach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take OSH seriously.

tenants in selecting RMAA contractors. 
He called o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o 
join hands and promote a safety culture 
together to develop a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Mr Donald To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pointed out that a proper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plays a dual 
role as both an agent for property 
owners as well as the occupier of 
parts of the premises. It therefore ha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taking care 
of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its staff 
members and the employees of the 
contractors. Appropriate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work accidents. He 
encourag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industry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us enhance 
the safety culture of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Mr Ivan Tam,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stated that 
human resources are a company’s most 
valuable assets, and a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for 
employees to work efficiently. He said 
that the Award was very meaningful 
to the industry and mad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oth by enhancing the OSH 
awareness of the practitioners, and 
by promoting a good OSH culture 
throughout the industry. He encouraged 
the industry t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closely to create a safer and 
healthier environment for everyone.

M r  L e e , w h o  wo r k s  i n  t h e 
maintenance department of an estate 
management office, said that he did 
learn a great deal from the OSH 
experience sharing,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related to working at height and 
noise. He hopes to adopt some of these 
ideas into his work in the future and 
thus improve work safety.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from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won 

the Gold Award of Best Property 

Management Award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TR develope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its SMS, as well 

as monitoring the OSH performance of 

the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Besides, 

MTR implemented an OSH not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enants, employees and visitors. In 

addition, ‘safety eyes’ (video cameras) 

were installed on Suspended Working 

Platforms (SWP) to enable supervisors 

to monitor the operation of SWP. 

This allows supervisors to make sure 

that workers are following the safety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relating to 

working at height.

There was a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at the Forum,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22 shortlisted entries of the 
Best Property Management Award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nd the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Dr Alan Chan, JP, Vice-Chairman 
of the OSHC, said in his speech at th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that 
proper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were impor tant par tners in OSH 
promotion. They should have a rich 
knowledge of OSH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OSH measures and polici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wners and 
tenants. For that reason, the OSHC 
and the Labour Department has jointly 
launched the ‘OSH Star Enterprise – 
RMAA Safety Accreditation Scheme’. 
The OSHC has set up an ‘OSH Star 
Enterprise’ register, l ist ing a l l the 
accredited companies which meet 
t he  requ i red  s a fe t y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the referenc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wn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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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 Best Property Management Award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獎項 Award 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項目名稱 Project Name
金 Gol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銀 Silver 百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aramatta Estate Management Limited

沙田第一城
City One Shatin

銀 Silver 帝譽服務有限公司
Royal Elite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曼克頓山
Manhatta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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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大樓
Cable TV Tower

銅 Bronze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Goodwell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滙景花園
Sceneway Garden

銅 Bronze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富善邨
Fu Shin Estate

2.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劃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Working at Height
獎項 Award 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項目名稱 Project Name
金 Gold 香港房屋協會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景新臺
Kingston Terrace

金 Gold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國泰航空貨運站
Cathay Pacific Cargo Terminal

銀 Silver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新城市廣場一期
New Town Plaza Phase I

銅 Bronze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中央廣場
The Centrium

銅 Bronze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Goodwell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海逸豪園
Laguna Verde

3. 安全文化大獎 Safety Culture Award
獎項 Award 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項目名稱 Project Name
金 Gold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亞太中心
Hong Kong Pacific Centre

銀 Silver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avills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力寶中心
Lippo Centre

銅 Bronz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上水廣場
Landmark North

4. 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承辦商 Best Property Contractor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獎項 Award 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項目名稱 Project Name
金 Gold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Nixon Cleaning Company Limited
曼克頓山
Manhattan Hill

銀 Silver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Nixon Cleaning Company Limited

海濱南岸
Harbour Place

銀 Silver 宏潔服務有限公司
Master Clean Service Limited

石硤尾邨
Shek Kip Mei Estate

5. 最佳演繹獎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獎項 Award 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項目名稱 Project Name
金 Gold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Sino Estates Management Limited
中央廣場
The Centrium

銀 Silver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都會駅
Metro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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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大樓
Cable TV Tower

銅 Bronz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新城市廣場一期
New Town Plaza Phase I

第二屆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 2014/15 得獎名單
Best Property Safety Management Award 2014/15 Winners List

有關全部得獎名單，請瀏覽以下職安局網頁或掃描右列二維條碼。
For full version of the winners list, please visit the below website or scan the QR code.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BPMA201415_winner%20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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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裝修及維修工程涉及高處

工作，其面對的職安健風險不少，僅在

過去四年，就發生了 44宗人體從高處

墮下的致命意外，當中五成多是裝修

維修工作，其餘的則發生在新工程地

盤。導致意外發生的其中一個主因，是

員工在進行高處工作時沒有使用或不

正確使用工作台，當中也涉及一些狹窄

的工作環境，未必能夠讓員工架設流

動工作台進行高處工作。為提升中小

型企業對高處工作危害的警覺性以及

探討可行及有效的預防措施，職業安

全健康局聯同勞工處於 2015年 4月 27

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了「高

處工作安全論壇暨安全設備展覽」，與

業界專業人士一同探討在新工程工地

及裝修維修工地使用輕便工作台以替

代梯子的可行性，並於現場展出各款

獲資助及合符安全規格的工作台供業

界人士參觀。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

太平紳士致辭時指出，不少從高處墮

下身亡的工業意外都是因為事主沒有

使用合適的裝備，安全意識不夠所致。

職安局及勞工處為提升業界安全意識

及安全水平，在 2012年及 2013年分別

推出「職安健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安

全認可計劃」及「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

助計劃」，資助中小企購買相關高處安

全設備。計劃推出後，有業界人士反

映一些較輕巧的設備可以更有效地協

助員工於狹窄的工地工作，職安局及

勞工處為此於 2015年 4月推出「中小企

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將一系列合資

格功夫櫈、梯台等輕便裝備納入資助

範圍，加上流動工作台，統稱「高處工

作安全三寶」，望能更有效涵蓋不同工

作環境的高處工作需要，大大加強對

員工的保障。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太平紳士致辭

時表示，建造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意

外數字一向偏高，性質亦比較嚴重。

唐處長表示處方高度關注高處工作安

全，單在過去兩年，就發出了 2,400多

張「暫時停工通知書」及「敦促改善通知

書」，亦提出了超過 1,700多宗檢控。在

宣傳推廣方面，勞工處將高處工作、

棚架安全及正確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

裝備列為重點宣傳項目，包括在電視

及電台播放短片及聲帶，以及在全港

各區展示宣傳海報及橫額等。

是次「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

劃」更獲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贊助，撥

款資助港鐵工程項目及其物業管理的

承辦商購買獲計劃資助的合規格工作

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程總監黃唯

銘博士致辭時表示，港鐵希望透過參

與計劃，鼓勵全體員工使用符合規格

的工作台。而港鐵的工程合約，亦已

要求所有承辦商不可使用違例的功夫

櫈，要使用符合規格的工作台，藉此

提升業界於高處工作時的安全意識。

論壇分別就於新工程地盤及裝修

維修工地使用輕便工作台替代梯子的

可行性進行討論，獲邀出席論壇的嘉

賓講者均不吝發言，他們在建造業有

多年工作經驗，就高處工作安全提出

了不少寶貴建議。

業界相關機構代表於論壇就輕便工作台取代梯子的
可行性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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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業界的安全意識
高處工作究竟是在多高的地方工

作才有危險？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
陳錦康先生強調，只要是離地工作，就
會有危險，現時較大的問題是建造業
內很多人都未意識到，從 2米以下墮下
是可致死的。要改善高處工作安全，
先要從認知著手。

建造業議會建造安全專責委員會
主席張孝威先生，SBS，太平紳士提出
業界可以借鑑他人經驗。他建議可集
合工會及商會代表組成考察團，到一
些實行有效安全措施而且表現出色的
地盤參觀，汲取其行之有效的經驗，
有效提升業界的安全意識。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黃平
先生亦認為有需要加強員工的安全意
識，因此工會定期以巡迴形式到訪各
大小新工程工地舉辦午餐講座，向前
線員工宣傳職安健訊息。

設備切合業界需要
業界應上行下效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

華先生就認為，現時職安局推出了更

切合市場需要的高處工作安全設備資

助計劃，承辦商應大力支持參與資助

計劃，將工具帶到工地，讓員工試用，

透過試用，員工才能真正了解這些設

備如何有效幫助他們。伍會長亦指出，

在規管員工使用安全設備方面，承辦

商亦有責任做好管理工作。承建商授

權簽署人協會主席李啟元先生及註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主席黃永

華先生均表示「高處工作安全三寶」貼

近業界的迫切需要，李啟元指出，以

前建造業界有「跟師傅」的文化，無論

對錯均會學習「師傅」的做法，現時業

界應加強向員工灌輸正確安全的做法。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陳修杰工程師

認為，僱主的配合非常重要，例如香

港鐵路有限公司就將有關要求加入合

約條款，總承建商就不用再在成本方

面為此考慮。張孝威先生亦認同當施

工成本有規範時，自然有一個投標價

錢的標準，無論質量或安全都必定有

所提升，建造業議會的「採用支付安全

計劃的指引」可作為參考。

勞工顧問委員會職業安全及健康

委員會委員何安誠工程師，太平紳士

指出，很多公司都進行過調查，發現

發生意外的員工都已持有「平安咭」，

證明不單是訓練問題，始終要地盤管

理層以身作則，方能使前線員工上行

下效。他又提議物業管理公司本身可

先準備「高處工作安全三寶」，供承辦

商借用，既可保障於自己工地工作的

員工安全，亦可讓更多人認識此安全

設備的好處。

推出高處工作安全設備
資助計劃

當日會場外展出了「中小企流動工

作台資助計劃」和「中小企輕便工作台

資助計劃」所資助的合規格輕便工作台

及流動工作台，以及其他設備，如防

墮裝置及相關個人防護裝備，供與會

者親身體驗試用，同場設有攤位供中

小企即場報名，申請情況相當踴躍。

另外，職安局聯同勞工處於 2012

年推出「職安健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

安全認可計劃」，截至今年 4月，已有

30間企業通過了安全審核，成為職安

健星級企業，當中有 7間連續兩年通

過了安全評審，成為「職安健金星級企

業」。職安局及勞工處並於論壇上向其

中 7間新增的「職安健星級企業」頒發

證書，以肯定他們在提升職安健上付

出的努力。職安局已設立星級企業名

冊，未來幾年會加強推廣名冊，協助

業主、物業管理公司選用已獲安全認

可的裝修維修企業進行工程。

場外設有攤位供參加者即場報名參與中小企資助計
劃，反應熱烈。

會場外展出了合規格輕便工作台、流動工作台及其
他設備，供與會者親身體驗試用。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及勞工
處處長唐智強太平紳士頒發「職安健星級企業」證
書。

 

輕便工作台
計劃詳情

流動工作台
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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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把每年的 4月 28日
定為「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以喚醒
國際社會對職業安全健康議題的關注。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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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
代表，聯合舉辦第七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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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先生，GBS，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
經過各方多年來攜手推動職安健文化，
本港近年的職安健表現持續改善。過去
十年，職業傷亡個案由 2005年的 44,267
宗，下降至 2014年的 37,523宗。雖然職
安健情況有所改善，但其挑戰仍然不
容忽視。2015年頭四個月便已發生了
六宗致命意外，當中五宗發生在建築
地盤，他呼籲僱主一定要做好風險管
理，而僱員則不要貪一時方便，要緊記
做足安全措施。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
代表周小松先生致辭時恭喜第七屆「全
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的得獎者

及獲獎機構，並希望他們在得獎之餘
能把注重職業安全的經驗，帶到社區。

當晚的頒獎典禮上，分別頒發了
「第七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
劃」及「第十一屆傑出職安健員工參與
計劃」的多個獎項。「第七屆全港傑出
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接獲來自 237個
機構提名共 400人參賽，參賽者來自各
行各業的機構，最後選出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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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員工進行嘉許。得獎員工及其親屬
均有出席當晚的頒獎禮暨晚宴，一同
分享喜悅。大會並於典禮上播放由六
位金獎得主感受及推廣職安健的心得
合輯而成的短片，讓出席者可以汲取
更多推動職安健的實務經驗。

獲得工會組金獎的沈林芬女士為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職安健統籌幹事，
其丈夫因工作意外離世，後來得到工
會朋友的支持，陪伴她渡過最傷痛的
日子。為避免再有同類型的不幸事件
發生，沈女士決定以過來人的身分服

務社會。過去四年，她走訪全港的建
築地盤，向員工傳遞安全訊息，推廣
職安健。她在每一次的講座分享中都
期望員工能明白最重要的一點：家人
最期望大家能平安回家，賺錢多寡只
是其次。

今年有兩名員工獲得機構╱企業
組前線員工金獎，第一位是在香港迪
士尼樂園度假區擔任樂園服務部一級
款待專員的陳志泉先生。他由 2007年
入職開始已十分注重職安健，他認為
工作與健康的關係非常密切，只要員
工清楚知道正確使用工具的方法，了
解工場上的危害因素，就可以避免意
外發生。然而，日積月累的筋骨勞損，
往往會被員工忽視，有見及此，他與
同事一起設計了一款地氈車，有助員
工能更快捷有效及安全地存放與搬運
地氈。為了更有效推廣職安健，陳先
生更定期在公司內部員工刊物中撰寫
職安健文章，教導同事預防肌肉筋骨
勞損。他強調要推行職安健必須以身
作則，令同事潛移默化，才能夠時刻
保持警覺，確保工作安全。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太
平紳士呼籲僱主要做好風險管理，而僱員則要做足
安全措施。

工會組金獎得主沈林芬女士在每一次的講座分享
中，都期望員工能明白最重要的一點：家人最期望
大家能平安回家，賺錢多寡只是其次。

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金獎得主陳志泉先生強調，
推行職安健必須以身作則，令同事潛移默化，才能
夠時刻保持警覺，確保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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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金獎得主是在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樂民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擔任家居照顧服務員已經 18年
的黎嘉寶女士，她的日常工作包括上
門送飯、家居清潔及提供陪診服務。
因其工作環境經常轉變，所以工作涉
及不同的體力勞動，容易造成身體受
傷。不過黎女士每次工作前都做足安
全措施，使用合規格的個人防護工具，
更經常參與職安健培訓。她時常提醒
新入職同事，自己先要做好職安健措
施，才能夠進一步幫助別人。

個推廣職安健的起點，希望身邊每一
個人都會更關心職安健。

另一位金獎得主是信和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萬景峯維修主管馮嘉榮先
生，他表示在屋苑內進行維修、保養
及清潔的員工，經常面對不同的職安
健挑戰問題。例如清潔女工在垃圾房
工作時，經常要彎腰搬動垃圾，容易
造成腰背勞損。為此，他針對問題設
計了「開門揭垃圾桶蓋自動裝置」，讓
清潔員工可以不用恆常彎腰工作造成
勞損。他認為，是次得獎是對他及工
作團隊的鼓勵，他表示其團體定會繼
續為員工的職安健而努力。

機構╱企業組管工組別同樣有兩
位金獎得獎者，第一位是中華電力香
港有限公司高級主任林啓峯，他主要
負責抄錶員的編更與管理。因為抄錶
員很多時需要在鄉村工作，有可能會
遇到惡犬襲擊；另外滑倒、絆倒以及
肌肉拉傷都是抄錶員經常面對的職安
健問題。有見及此，林先生與同事合
力構思不同的防範措施，包括安排員
工修讀職安局的「如何避免在工作中被
狗隻咬傷訓練課程」，此外，每位抄錶
員都獲分配防狗咬袋、防滑鞋、望遠
鏡與可連接相機的伸縮捧以減少工傷
意外的發生。他認為今次獲獎只是一

當晚同時舉行了「第十一屆傑出職
安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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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獲
得金獎的機構，分別是社區、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新界西）總工會，得獎計
劃名為「2014年元旦千人行職安健推廣
之『知』足健康行推廣活動」，另一間獲
得金獎的機構則是香港建造「『離地工
作暨預防噪音職安講座同樂日』推廣活
動」業總工會，得獎計劃名為「『離地工
作暨預防噪音職安講座同樂日』推廣活
動」。兩間機構分別派出代表分享寶貴
經驗及心得。

獲得機構╱企業組管理層金獎的
是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工作已經
10年的區域經理衛佩瑩小姐，她表示
在商品部工作的員工經常要提舉、搬
運、爬梯，更不時需要在日曬雨淋的情
況下工作。為了員工的「安全至上」，
她每天都要求員工填寫 5S與安全的巡
查表，讓同事清楚知道要先檢查安全
重點，才開始工作，而同事更會主動
設計海報、標語和遊戲宣傳職安健。
不過鑑於樂園內大部分員工都是年輕
人，為吸引他們關注職安健，衛小姐
提議並拍攝了十多條有趣的職安健宣
傳短片，以輕鬆手法將職安健訊息帶
給前線員工。

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金獎得主黎嘉寶女士於每次
工作前都做足安全措施，使用合規格的個人防護工
具。

機構╱企業組管工組金獎得主林啓峯先生主要負責
抄錶員的編更與管理，平日會與同事合力構思不同
的防範措施，包括安排員工修讀職安局的「如何避
免在工作中被狗隻咬傷訓練課程」。

機構╱企業組管工組金獎得主馮嘉榮先生針對清潔
女工經常要彎腰搬動垃圾的職安健問題設計了「開
門揭垃圾桶蓋自動裝置」，讓清潔員工可以不用恆
常彎腰工作造成勞損。

機構╱企業組管理層金獎得主衛佩瑩小姐表示，鑑
於樂園內大部分員工都是年輕人，為吸引他們關注
職安健，她提議並拍攝了十多條有趣的職安健宣傳
短片，以輕鬆手法將職安健訊息帶給前線員工。

「職安健員工參與計劃」獲得金獎的機構是香港建
造業總工會，得獎計劃名為「『離地工作暨預防噪音
職安講座同樂日』推廣活動」。

「職安健員工參與計劃」另一間獲得金獎的機構是社
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新界西）總工會，得獎計劃
名為「2014年元旦千人行職安健推廣之『知』足健康
行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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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1. 機構╱企業組 –前線員工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黎嘉寶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樂民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金 陳志泉 香港廸士尼樂園度假區
銀 黃皓明 東華三院馬興秋安老院
銀 鄺超華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銀 黃港梅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香港聖公會聖多馬幼兒中心
銅 陳金有 阿爾斯通技術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銅 Gurung Arjun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2. 機構╱企業組 –管工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林啓峯 中華電力香港有限公司
金 馮嘉榮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萬景峯
銀 黎建平 偉聯電力工程有限公司
銀 許子修 聖母醫院
銅 莫桂河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環保園）
銅 陳彩蓮 瑪嘉烈醫院
銅 鄭炳球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景湖居管理服務中心
銅 謝錦華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3. 機構╱企業組 –管理層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衛佩瑩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銀 鄭智文 希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 李承恩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銅 吳祥義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銅 文君華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銅 陳永基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銅 顏少德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銅 黃志源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銅 吳志雄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工程建設科

4. 工會組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沈林芬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銀 高浚杰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銅 陳斌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甲計劃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羅敏霞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新界西）總工會
銀 莊子聰 物理治療師總工會
銅 胡月容 製衣服飾從業員協會
銅 蘇巧靈 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

乙計劃
獎項 得獎者 機構
金 邱梅英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銀 葉詠儀 水務技術同學會
銅 何榮達 香港中旅汽車服務車長工會
銅 梁鴻冠 港九木匠總工會

「傑出職安健員工參與計劃」得獎機構╱團體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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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飲食業從業員工作安全，

提供一個讓業內人士交流推行職安健

經驗的平台，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勞

工處於 2015年 3月 6日舉行「飲食業職

安健論壇」，邀請飲食業界代表分享企

業實踐安全管理經驗，並由業界不同

持份者共同探討推行職安健的挑戰、

策略和展望，推動業界提升職安健水

平，減少飲食業的工傷意外。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

紳士致辭時表示，香港的「美食天堂」

美譽乃由飲食業超過 24萬名從業員努

力打造得來，因此為員工提供一個安

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至為

重要。勞工處副處長梁振

榮太平紳士則表示，經過

各方多年努力，飲食業受

傷個案於過去 10年有下降

趨勢；他希望飲食業界繼

續努力，亦鼓勵僱主參與

職安局推出的「飲食業優

質職安健企業先導計劃」，

進一步提升業界職安健水

平。

至於，飲食業在實際推行職安健

時，又有甚麼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三

位在職安健方面表現出色

的飲食業機構代表，包括

成為職安局「飲食業優質

職安健企業」的海皇國際

有限公司分店營運經理鄧

漢華先生、獲得「勞工處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 2014-

2015集團安全表現獎」中

式酒樓組別金獎的美心集

團健康及安全經理鄧偉賢

先生，以及非中式餐館組別金獎的沙

嗲王（集團）有限公司營業副經理梁韋

茵小姐，與參加者分享機構推動職安

健的經驗時不約而同表示，將職安健

訊息帶給前線員工非常重要，除了透

過為不同崗位的員工制訂職安健培訓

外，公司亦可透過分享會、工作間多

提醒等，向員工傳遞最新職安健資訊。

企業提升職安健水平，僱員工傷

個案自然減少，僱主在勞工保險方面

的開支亦會相應減少。香港保險業聯

會一般保險總會轄下意外保險公會委

員丘振雄先生就分享了部分食肆因為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香港的「美食天堂」美譽
乃由飲食業超過 24萬名從業員努力打造得來，因此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
及健康的工作環境至為重要。

勞工處副處長梁振榮太平紳士鼓勵僱主參與職安局推出的「飲食業優質職
安健企業先導計劃」，進一步提升業界職安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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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水平欠佳，索償頻繁，致難以於

自由保險市場投保的個案：「曾經有一

間快餐店，由於經常發生工傷意外，

被一般保險公司拒絕受保，僱主只能

向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投保，但

保費則要每年接近八萬元，比一般保

險公司約一萬一千多元的保費高出約

七倍。後來食肆努力改善職安健，情

況大為改善；現時該食肆已能重投自

由保險市場，獲一般保險公司接受投

保，保費因而大幅減低。」

職安局高級顧問林莉小姐在簡介

「香港飲食業受傷僱員的職業安全健

康狀況調查」報告時表示，飲食業意

外的主要原因分別為「被手工具所傷

(43%)」、「滑倒 (32%)」及「觸及灼熱表

面或物質 (25%)」，每次工傷的平均病

假日數為 38天，對勞動力的影響不容

忽視。六成以上滑倒意外是因為工作地

面情況不佳，而有六成受訪者在受傷

前從未接受過任何相關的安全訓練，

報告反映現時安全訓練及

工作場所整理仍有相當大

的改善空間。

在圓桌討論環節中，

飲食業不同持份者，包括

僱主、僱員、保險業界代

表，聯同職安局，一同討

論業內職安健的挑戰及展

望。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總幹事譚俠聲

先生指出，飲食業員工流動率高，令

僱主在安全培訓方面有壓力；然而，

他認為就算困難也要做，以保障員工

安全。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先

生及中西飲食業職工會主席鄧家献先

生均認為，職安健表現欠佳的往往是

欠缺資源的中小型食肆，員工一般未

有配備合適的防護裝備，他們甚至見

過有食肆員工穿著拖鞋工作，對員工

的自身安全構成危險；而職安局飲食

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主席陳永安先生

就建議，中小型食肆可積極參與職安

局推出的「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先導

計劃」，得到免費職安健顧問服務並獲

得資助購買安全裝備。計劃以日本的

「5S」概念為藍本，配合到會式安全培

訓，有效協助食肆建立良好工作場所

整理計劃，提升工作場所整理和職安

健水平，保障員工工作安全。香港餐

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先生，MH認同

職安局一直以來在業界的推動工作，

認為教育和鼓勵比阻嚇性的懲罰更能

有效推動工作安全。

會場內更設有多種切合飲食業所

需的安全裝備展覧攤位，讓參加者進

一步認識不同安全裝備的用途。不少

參加者都表示今次論壇令他們獲益良

多，其中樓面經理郭先生認為，是次

的經驗分享和討論令他進一步了解職

安健對食肆的重要性，他將會加強與

前線同事的溝通，令職安健訊息能更

有效地於公司內傳遞；而擔任廚師的

趙先生表示，自己本身於公司內較少

接觸到職安健知識，希望能將今次得

到的經驗與同事分享，提升工作間的

職安健文化。�

在圓桌討論環節中，飲食業不同持份者，包括僱主、僱員、保險業界代表，聯同職安局，一同討論業內職安健的
挑戰及展望。

論壇會場內設有多種切合飲食業所需的安全裝備攤位，讓參加者進一步認
識不同安全裝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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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於 3月 10日，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化學品安全研

討會」，邀請勞工處、環境保護署、消

防處及香港科技大學的代表，講解有

關化學品安全的專題。

職安局轄下的化學品安全及健康

諮詢委員會主席郭富超博士致辭時表

示，市民每日都會接觸不同的化學品，

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故此，日常生活中，大家需要留意化

學品安全，增加對化學品安全使用的

認識，而職安局亦有提供不同的培訓

課程，鼓勵大家積極參加。

研討會上，勞工處高級化驗師唐

偉方先生，分析化學品相關的意外個

案及成因，例如曾有司機駕駛運油車

到油庫提取柴油時，因靜電點燃易燃

氣體，引致火警及爆炸，司機被燒傷。

同時，唐先生向業界提出推行化學安

全計劃以減低風險，計劃包括檢討、

風險評估、安全措施、資料紀錄與緊

急應變措施等。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呂

幹雄博士，則為業界簡介《廢物處置

（化學廢物）（一般）規例》，以及有關化

學廢物管制計劃的資料，並就有關化

學品標籤、儲存、收集及運送方面等，

需要注意的事項作出詳細的講解。

消防處危害物質專隊－助理消防

區長陳富山先生於會上向大家介紹消

防處危害物質專隊，以及他們管理化

學品事故現場的方法。他們主要負責

向現場總指揮提供有關行動策略、戰

術及安全措施的建議，並會監察及評

估現場的情況，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

以控制或堵截危害物質。

勞工處高級化驗師唐偉方先生為大家分析化學品相關的意外個案及成因。
職安局化學品安全及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郭富超博士（左）致送紀念品予消防處危
害物質專隊－助理消防區長陳富山先生（右）。



化學品安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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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總校園設施主任謝

志昌先生則講解有關化學實驗室的安

全設計，包括法例要求、標準及參考

指引、實驗室用途、以及如何設計機

電與冷氣通風系統等，讓參加者能夠

掌握這方面的專業資訊。

小學組冠軍由海怡寶血小學的「安全小精英」隊奪得，得獎作品

為「神探 Chemical－實驗室離奇昏迷事件簿」，故事講述一名工

人在實驗室離奇昏迷，由神探Chemical找尋線索，藉此介紹各

種安全使用化學品的措施。隊員麥同學表示，在構思過程中，

增加了化學品職安健知識，提醒了他在家使用清潔劑、藥用酒

精這些化學品時，要做足保護措施。

中學組冠軍由何文田官立中學的「化學安全官」隊奪得，得獎作

品為「化學安全『官』」，短片講述兩位來自「何官星球」的見習化

學安全官，被派遣到地球的經歷，藉此帶出進行化學實驗時的

各種安全知識。隊員黃同學表示，在參加比賽前，他對職安健

認識不多，當經過資料搜集，發覺職安健知識與自己生活息息

相關。

奪得公開組冠軍隊伍為 Motley，隊員均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得獎作品為「密室殺人事件簿」，講述一名裝修工人

離奇死亡，主角到場調查，當中四名疑犯都是有危險性的化學

品，隊員李同學希望以輕鬆手法說明不同化學品的特性，加深

觀眾的印象，他認為安全文化應該從小培養，將來無論從事任

何行業，都能以安全為大前提的工作。

其中一位參加者表示，研討會內

容豐富了他對化學品處理的認識，明白

到正確標籤與儲存化學品的重要性，

另一位業界人士亦指出，研討會能幫

助他加深認識化學品的安全處理，他

會將學到的知識與公司同事分享。

當日亦舉行了「化學品安全短片創

作比賽 2014」頒獎禮，比賽旨在鼓勵學

生及公眾人士發揮創意製作短片，藉

此加強對大眾對化學品安全的關注。

參賽組別分為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

組，每組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化學品安全短片創作比賽」得獎名單：



職安小領袖比賽啟動禮暨
榮譽職安健大使委任禮

職安小領袖比賽啟動禮暨榮譽職安健大使委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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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與新城知訊台過

去多年一直攜手合作宣揚職安健訊息，

並透過小學校園探訪及比賽等活動，

向學生灌輸職安健知識。2015年舉辦

的「職安小領袖比賽」得到教育局商校

合作計劃協辦，及職業訓練局轄下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大力支持，

邀請全港小學生參加「職安小領袖比

賽」，以愛為中心，鼓勵學生關心家人

的職業安全健康。

「職安小領袖比賽啟動禮暨榮譽職

安健大使委任禮」已於 3月 13日假青衣

職安健學院舉行。當日到場的學生更

獲邀參觀職安健學院，體驗叉式起重

車模擬駕駛訓練、模擬滅火器、吊重

及高空工作安全訓練等。職業安全健

康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於

啟動禮上致辭時表示，「職安小領袖比

賽」透過工作坊及參觀青衣職安健學

院，加深小學生對職安健的認識。得

獎的小領袖將參與拍攝職安健短片，

同時將肩負推廣職安健的使命。另外

「榮譽職安健大使」鄭俊弘及糖妹更會

拍攝海報及錄製宣傳聲帶，將職安健

訊息傳遞予公眾，從而喚起每個家庭

對職安健的關注，達到「愛職安 •愛家

庭」的理念。

陳海壽博士與新城知訊台項目總

監葉碧梅女士，以及知名藝人鄭俊弘、

糖妹、職安健大使董敏莉及Bingo隨即

主持「職安小領袖比賽」啟動儀式，並

委任鄭俊弘與糖妹為榮譽職安健大使；

天堂鳥、super girl、DJ占士及文梓淇

為職安健學校大使。各位大使向傳媒

分享不同行業的職安健訊息時，均表

示非常期待前往不同的學校推廣職安

健。糖妹指出，曾經因為每星期要趕

稿，加上撰寫旅遊書，要在手機上不停

打字，引致手指發炎，需要針灸治療，

如當初關注到職安健，手指過勞就可

以避免。

另外，委任禮上同時舉行「職安校
園電台節目創作比賽」頒獎禮，對象是
中小學生，參加者設計一個傳達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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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
冠軍為聖公會聖馬太小學，六名得獎
同學分別就讀五年級及六年級，他們
設計的節目以辦公室職安健為主題，
各同學異口同聲表示，在資料搜集過
程中，認識很多職安健知識，獲益良
多，日後無論是坐姿、使用電腦的距
離、搬運物件，都會保持姿勢正確，避
免受傷。

中學組則出現雙冠軍，分別是馬
鞍山崇真中學與保祿六世書院。保祿
六世書院的六位得獎學生，她們以飲
食業為主題創作廣播劇，將多項飲食
業從業員經常面對的職安健問題，例
如割傷和燙傷，以輕鬆手法表達。他們
均表示，從比賽中明白從小便要養成
良好的職安健習慣，事事安全為上，
長大後無論從事哪種行業，都能注重
安全和健康。 

職業安全健康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頒發「職安校園電台節目創作比賽」獎項予中學組雙冠軍得
獎者，分別是馬鞍山崇真中學（左圖）及保祿六世書院（右圖）。

糖妹分享感受時指出，曾經因為趕稿而在手機上不停打字，引致手指
發炎，需要針灸治療，如當初關注到職安健，手指過勞受傷就可以避
免。



中學組亞軍由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作品「多用
途高椅」奪得。

中學組季軍得主是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中四學
生黎嘉儀與徐嘉玲，對獲獎感到非常鼓舞。

學生中小型企業
     設備安全設計比賽
          2014-15 頒獎典禮

學生中小型企業設備安全設計比賽2014-15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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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比賽評判團主席的中小型企業職
安健資助計劃委員會主席彭一邦博
士，工程師，高度評價各參賽作品。

為是次比賽擔任評判團主席的中
小型企業職安健資助計劃委員會主席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高度評價各參
賽作品，尤其對冠亞軍作品印象非常
深刻，認為發明既簡單又有創意。他
最欣賞得獎同學的設計概念，以使用
者角度來思考，處處為使用者着想，
滿足他們工作上的實際需要。彭博士
認為，學生參加比賽可以讓他們學懂
與人溝通及合作，一起解決難題，最
重要讓學生明白到，設計與發明，並
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能夠用自己雙手
做出作品，當然最重要的是學生在創
作過程中能增進職安健知識，將會一
生受用。 

亞軍由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的中四同學奪得，他們分別是李俊賢、
彭海玲、原雪怡、陳偉豪，作品名為
「多用途高椅」。在構思過程中，他們
發覺老師要長時間站着講課，同時需
攜帶教材。有見及此，發明了集手推
車、活動講台及座椅於一身的「多用途
高椅」。在創作過程中，卻遇到不少難
題，例如組裝與上油就花了大量時間，
幸好最後能順利完成，同學希望作品
能夠改善及預防老師的職業健康問題。

安全文化應從小培養，有鑑於此，
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學生中小型企業
設備安全設計比賽 2014-15」，鼓勵學
生通過安全及健康設備的設計，協助
中小型企業改善職安健表現，提高生
產效率，更重要的是，學生可以在設計
的過程中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比賽
設中學組與大專組，參加者可以從酷
熱天氣下工作安全、高空工作安全、
預防肌肉筋骨勞損及預防被移動機械
撞倒，挑選一項作參賽主題。大會收
到 28份中學組參賽作品及 5份大專組
參賽作品，頒獎禮已於 3月 13日假青衣
職安健學院舉行。

中學組季軍得主順德聯誼總會翁
祐中學的中四學生黎嘉儀與徐嘉玲，
作品「測距斷路器」是以超聲波感應器
發出信號，利用超聲波來回的時間得
出員工或物體與機器的距離。距離少
於已設定的安全範圍時，繼電器便會
切斷電路，使機械停止運作，防止意外
發生。兩位同學由設計到完成作品，
用了三個月時間，徐同學對得獎感到
鼓舞，而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亦加深
了對職安健的認識，明白工作意外是
可以避免的。

以一個既省力又快捷的方法來清潔黑
板，減少老師患上肌肉筋骨勞損，同
時避免受粉塵影響健康。張同學對獲
獎非常開心，最興奮的是學校課室已
安裝了他們的作品，讓她明白到，只
要有創意，任何人都可以是發明家。

冠軍作品名為「輕鬆黑板刷」，得
獎學校是協恩中學，隊員謝穎恩、鄧倩
彤、何安立、梁富婷與張昊熙都是中二
學生，他們發覺老師需要經常大幅度
擺動手臂來刷黑板，有機會導致肌肉
筋骨勞損，因此發明「輕鬆黑板刷」。



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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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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是供應細胞的氧氣及養分不足，導致人體出現衰竭

情況。若情況未能改善，嚴重者可導致死亡。

成因
人體循環系統的三個主要部分必須處於正常狀態，否則

細胞得不到足夠的氧氣及養分，就沒法發揮正常功能：

• 心臟－心臟的泵力能夠輸出足夠血液供人體所需。

• 血液－血液供心臟泵送。

• 血管－血管必須保持彈性。

而上述任何部分受到創傷或疾病的影響，可導致循環系

統失常，輸往細胞的血液供應便會減少，引致休克。

種類
類別 成因 病例

1.低血性 大量失血或體液 嚴重失血、嚴重燒傷

2.心原性 心臟泵力失效 心肌梗塞、心律不齊

3.心理性 血管過度擴張 極度憂傷、驚恐

4.過敏性 血管過度擴張 昆蟲螫傷、藥物敏感

5.神經性 血管過度擴張 脊髓受傷

6.敗血性 血管擴張及產生溶血性 嚴重感染

徵狀
休克患者的呼吸急而淺，脈搏也快而弱，血壓下降；並

感到口渴、噁心、軟弱無力甚至昏厥。此外，患者的皮膚濕

冷及面色蒼白。

處理方法
1. 讓傷患者仰臥，保持氣道暢通。

2. 盡量消除導致休克的成因。

3. 墊高雙腿，使血液容易回流心臟及供應腦部（下肢骨折

除外）。

4. 寬解緊束衣物，並保持身體溫暖。

5. 保持空氣流通，提供氧氣。

6. 切勿給予傷病者任何飲食。

7. 安慰傷病者。

8. 盡快送院治療。

注意：處理休克傷病者的重點是爭取時間，以降低對身體的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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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
全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已於 3月

30日在各地舉行。各地舉辦了豐富多
彩的安全教育活動。當日，教育部與
不同的政府部門及機構於北京小學共
同舉辦了「我安全、我健康、我快樂」
的主題活動。國家總督學劉利民回顧
了 20年來中小學安全教育日活動開展
情況，對中小學生安全教育取得的成
效給予充分肯定。劉利民指出，20年
來各地各校以安全教育日為依靠，中
小學安全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
提高，學生的安全修養不斷增強，而
他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死亡率均逐
年下降。

劉利民強調，安全修養是人最基
本的修養，培養安全修養是基礎教育
的重要任務。希望廣大中小學生認真
學習安全自我保護知識，增強安全意
識，養成良好習慣，遠離安全事故，讓
自己健康成長，擁有快樂的童年。

有 關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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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4976/2015/0401/248211/
content_248211.htm

國 家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全 方

位強化安全生產
安全監管總局黨組書記

及局長楊棟樑於 3月 16日表示，

要認真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

神，按照中央「四個全面」的佈局和經

濟發展新常態的要求，落實政府工作

報告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部署，就全面

深化安全生產領域改革、全面推進依

法治理、全方位強化安全生產工作。

楊棟樑指出，「四個全面」（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相輔相成、相

互促進、為全方面強化安全生產提供

了根本遵循。

有 關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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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4976/2015/0325/247735/

content_247735.htm

英國建造業管理安全及
健康－《建築（設計及管
理）規例 2015》

英 國 職 業 健 康 及 安 全 執 行
處 (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 UK)

已推出《建築（設計及管理）規例
2015》(Construct ion (Des ign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015)版本，

取代現有的 2007年版本，生效日期為

今年的 4月 6日。相關的新規例指引提

供了 2015年更新版的法例內容，並有

提供在規例下所監管的人的有關責任。

於英國，這個規例適用所有建造項目

的施工過程，從概念到完成的所有階

段。而每位負責人必須遵守有關的法

例，確保員工可安全及健康的工作。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

址：http://www.hse.gov.uk/pubns/priced/

l153.pdf

第 31 屆 國 際 職 業 健 康
會議於南韓舉行

職業健康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與

韓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務處與職業

及環境醫學會於 5月 31日至 6月 5日合

作舉辦第 31屆國際職業健康會議。該

活動於南韓首爾舉行，會議主題是「職

業健康的全球性協調以連接世界」。會

議讓不同的學者、研究人員及專家分

享職業健康的研究報告及經驗。透過會

議讓與會者有更多緊密交流的機會，

加強相互合作；以及提供一個平台，

進一步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

址：http://www.icoh2015.org/eng/sub/

introduction/about01.php 

寰宇職安
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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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暑職業健康推廣
計劃

香港夏季天氣炎熱又潮濕，長時

間在戶外進行體力工作的員工，很容

易因工作環境的溫度及濕度過高而感

到不適，甚至中暑。這些高危行業的

僱員包括建造業工人、戶外清潔行業

工人、園藝工人及職業司機等。為提

高員工在炎熱天氣下工作的安全及健

康意識，職業安全健康局及勞工處於 5

月至 9月期間將舉行推廣活動，活動包

括到訪工地派發預防中暑宣傳物料，

巡迴各大小屋苑，於休息時段進行簡

報會，向戶外清潔員工、園藝工作人員

及保安員等講解暑熱危害的影響及相

關的安全措施等。並利用傳播媒體，

如電台及公共交通工具的流動宣傳平

台、將預防中暑的資訊帶給建造業工

人、戶外清潔行業工人及職業司機。

有關活動詳情，請瀏覽職安局的網

頁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

Professional_Driver_Leaflet_2015.pdf

職業衞生約章推廣計劃
2015

職安局與勞工處合作推出「職業衞

生約章推廣計劃」，鼓勵各行業機構簽

署「職業衞生約章」，提高僱主及僱員

衞生意識及警覺性，共同締造整潔健

康的工作環境，預防傳染病，建立健

康工作間。「職業衞生約章簽署儀式」

將於 7月 10日在青衣職安局職安健學

院舉行。

有關最新的活動詳情，請瀏覽

職安局的網頁 http://www.oshc.org.hk/

others/bookshelf /Hygiene_Charter_

leaflet_2015.pdf

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
先導計劃

為了進一步改善飲食業從業員的
工作安全表現，推動業界提高工作場
所整理水平，職安局推出為期兩年的
「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先導計劃」。
透過此計劃，飲食業員工可接受相關
的安全訓練，提高職安健意識，企業
亦可以參與「飲食業 5S良好工作場所整
理確認計劃」，以改善工作場所安全及
整潔水平。

報名表格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

www.oshc .org.hk/others/bookshelf /

Catering_high_quality.pdf

職安局新增課程
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員（安全
施工程序及危害識別活動）
「安全施工程序」是其中一個被廣

泛應用於建造業中的工具，可協助機

構有效地推行安全管理制度，以達致

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及健康。「安全施

工程序」包含一系列的項目，可以在每

天、每星期或每月推行，可持續加強工

人的安全意識；監察員工施工時行為，

以確保不安全行為或不安全情況及早

被找出並改善，以防止意外發生。「危

害識別活動」是「安全施工程序」中一個

常用的技巧，主要培訓有關人士，明白

怎樣鼓勵和帶領組員積極參與活動，

培育團隊精神及鞏固各組員的安全意

識，並貫徹落實所議決的安全措施。

「安全施工程序」和「危害識別活

動」的課程需求日漸增加，當中亦定明

在一些政府建設工程的合約條文之中。

本課程的目的，是使工地的管理人員

掌握相關的訓練技巧，並有效地將技

術及知識灌輸給員工，使他們將「安全

施工程序」及「危害識別活動」的程序應

用在工地內。

有關課程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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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CourseDetail.asp?CouID=572

 

職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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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一名工人（死者）在巴士站上蓋頂

部進行清潔工作時從該處墮下，頭部

受傷，其後去世。

事發經過
1. 意外當天，一組工人（包括死者）

被指派清潔巴士站上蓋。

2. 為了清潔巴士站上蓋，死者與另

一名工人需要爬上巴士站上蓋頂

部，死者用輕便型加壓噴水槍清

潔上蓋表面，而另一名工人則用

水刮工具及毛巾把上蓋表面擦乾。

3. 在意外發生前，工人已經完成了

兩個上蓋的清潔工作。意外是在

工人開始第三個上蓋的清潔工作

時發生的。

4. 死者在上蓋頂部工作了一段時間

後，發現倒臥在該上蓋附近的行

人路上。他可能是從上蓋頂部墮

下。

調查結果
1. 意外當天沒有提供工作平台或防

墮裝備。

2. 涉事上蓋位於一段斜路上。它有

兩層玻璃，距離行人路路面的垂

直高度約為 2.4米至 3米不等。上

蓋頂部沒有圍欄。

3. 在進行清潔工作期間，工人經常

需要在濕滑的上蓋頂部走動。

4. 在進行巴士站上蓋清潔工作前，

並沒有進行過風險評估，也沒有

制定施工方案。

5. 並沒有為進行上蓋清潔工作的工

人提供有關的安全資料、指導、

訓練或監督。

防止意外措施建議
1. 應為巴士站上蓋的清潔工作提供

及持續推行一個安全工作系統。該

系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 由具相關資格人士對有關工

作進行風險評估，以識別所

有潛在危害。

－ 制訂合適的安全規則及工作

程序，並詳盡地向工人傳達。

－ 提供適當的工作平台，並確

保其使用。

－ 制定及實施有效監督機制，

以確保工作時嚴格遵守安全

預防措施。

2. 為進行巴士站上蓋清潔工作的工

人提供所需及足夠的安全資料、

指導、訓練及監督。

適用法律規定
1.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6(2)(a)

條：僱主應提供及維持在合理地

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

害其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健康的工

作系統。

2.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6(2)(c)

條：僱主應提供所需的資料、指

導、訓練及監督，以在合理地切

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其在工作中的

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A worker fell to death
while carrying out cleaning work on a bus-stop shelter

一名工人在巴士站上蓋
進行清潔工作時墮下致死

勞 工 處 Labour Department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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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
A worker (the deceased) fell from 

the top of a bus-stop shelter while he 

was carrying out cleaning work thereat. 

He sustained traumatic head injury and 

passed away later.

Circumstances
1. On the day of the accident, a team 

of workers including the deceased  

was assigned to clean bus-stop 

shelters.

2. To clean the shelter tops, the 

deceased and another worker 

were required to climb onto the 

top. The deceased used a portable 

pressurized water spray gun to 

clean the shelter surface. Then, 

the other worker used a scraping 

tool and towels to dry the shelter 

surface.

3. Prior to the accident, the workers 

had finished cleaning work for two 

shelters. The accident happened 

w h e n  t h e  w o r ke r s  s t a r t e d  

cleaning the third one.

4. The deceased worked on the 

third shelter top for a while. He 

was subsequently found lying on 

the pavement near the shelter. He 

might have fallen from the shelter 

top.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Neither working platforms nor fall 

arresting systems were provided 

on the day of the accident.

2. The involved shelter situated at an 

inclined pavement. It consisted of 

two layers of glass panels with its 

vertical height varied from about 

2.4 m to 3 m above the pavement. 

The shelter top was unfenced.

3. In the course of the cleaning 

work, the workers were required 

to move frequently along the wet 

shelter top.

4. No risk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leaning work of the bus-stop 

shelters and no method statement 

was formulated.

5. No safety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 r a i n i n g  o r  s upe r v i s i on  wa s 

provided to the workers for the 

shelter cleaning work.

Prevention recommended
1. A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cleaning of the bus-stop shelters 

should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he system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 to the following:

– To conduct job specific risk 

assessment by competent 

person to identify all potential 

hazards.

– To formulate appropr iate 

s a f e t y  r u l e s  a n d  w o r k 

p rocedure s  and  be  f u l l y 

c o m m u n i c a t e d  t o  t h e 

workers.

– To provide and ensure the 

u se  o f  s u i t a b l e  work i n g 

platforms.

–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n  e f f e c t i v e  m o n i t o r i n g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strict compliance of safety 

precautions during the work.

2. The provision of necessary and 

adequa te  s a fe t y  i n fo rmat ion , 

i n s t r u c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a n d 

s upe r v i s i o n  t o  t h e  worke r s 

engaged in the cleaning of the bus-

stop shelters.

Applicable legislation

1.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inance, Section 6(2)(a) – The 

employer should prov ide and 

maintain a system of work that is, 

so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the 

health at work of his employees.

2.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 inance , Sect ion 6(2) (c )  – 

The employer should provide 

such in format ion , instruct ion ,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sure, so far 

as reasonably pract icable ,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of his 

employees. 



概要
2014年 11月的一個早上，一艘內

河船抵達西面錨區，靠泊到一艘躉船

旁邊，準備收取一些從一艘遠洋貨櫃

船卸下的貨櫃。貨櫃的傳送會由躉船

的人字吊臂起重機執行。到早上約 5時

30分，內河船上的貨櫃裝載接近完成，

一名內河船船員走上躉船，到遠洋貨

櫃船的船旁，向遠洋貨櫃船的理貨員

收取印章。當該名船員走在躉船的艙

口圍板上時，被轉動吊臂的鋼絲纜索

打中，跌到 5米下的躉船貨艙底部， 繼

而受傷。

事發詳情
意外當天，一艘遠洋貨櫃船抵達

西面錨區。當下碇完畢，數艘躉船立

即靠泊到船旁，準備提供吊運服務。

稍後，一艘內河船靠到其中的一艘躉

船旁，去提取從一艘遠洋貨櫃船卸下

的貨櫃。

到早上約 5時 30分，內河船上的

貨櫃裝載接近完成，一名船員「X」收到

指示走到躉船上，向遠洋貨櫃船旁的

理貨員收取印章。

在登上躉船後，船員「X」首先經

由裝載於貨艙中的貨櫃頂部橫過躉船

的艙口。因理貨員正在遠洋貨櫃船鄰

近躉船船首甲板上A字桅桿的船旁等

候，所以船員「X」便接着經狹窄的艙口

圍板往躉船船首甲板走去。在遠洋貨

櫃船上，一名信號員正在引導躉船起

重機操作員吊運一隻貨艙中貨櫃，信

號員留意到船員「X」出現在操作範圍

內，立即向船員「X」發出警告，提示他

吊運工程正在進行。因為吊運工程正

在進行，所以信號員需將視線停留在

吊運中的貨櫃上。很快地，該隻貨櫃

便可作自由吊運了，於是信號員將視

線回轉到躉船上，但船員「X」的踪影已

消失在躉船的甲板上了。信號員感覺

不安，便要求起重機操作員身體向前

傾，伸頭往下面的貨艙裏看看。起重

機操作員發覺船員「X」正受傷躺在躉

船的貨艙底部，其左面肢體骨折。

事後，據船員「X」稱他是被擺動

中的轉動吊臂用的鋼絲纜索打中而失

卻平衡，繼而從艙口圍板跌到貨艙底

部去。

意外分析
是次意外調查發現：

a) 船員「X」在躉船上走動時，選擇

了一條危險的途徑。該途徑存在

着高處下墮、受移動中物件打中

及被墮物擊中的風險。

b) 躉船的艙口圍板狹窄及在轉動吊

臂的鋼絲纜索的移動範圍之內。

c) 躉船的起重機操作員因專注於吊

運一隻安放在遠洋貨櫃船貨艙中

的貨櫃，所以沒有留意到船員「X」

登上躉船。

d) 船員「X」墮下的位置貼近躉船的A

字桅桿下部；該處並不在起重機

操作員的視線之內。

e) 船員「X」在內河船上工作不足一

個月，不熟識躉船的人字吊臂起

重機的運作。

安全建議
a) 所有人士應遠離貨物的吊運途徑、

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的活動範圍、

及機械運作空間。所有人士應與

貨物處理區保持安全距離。

b) 工程負責人及工程督導員應確保

工作在足夠的監督之下進行，任

何危險行為應立即予以制止。

c) 工程督導員應緊密監察及指導工

作經驗有限的船員。

d) 工程負責人和僱主應評估受僱人

的訓練需要，並於提供足夠訓練

予所有受僱人後，才指派工作給

他們。訓練可包括一般的工作程

序入門和較為具體而與工作相關

的訓練，並且可通過在職和職外

訓練的方式進行。

海 事 處 Marine Department

注意安全
Be safety conscious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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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例
a)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I章）－第 20條第 1款規定「工

程督導員須－(a)按照工程負責人

發出的安全指示，監督在本地船

隻上進行、對本地船隻進行或藉

本地船隻進行的工程；…」

b)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I章）－第 23條第 3款規定「須

提供為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確保受僱人在工作過程中的安全

而需要的資料、指示、訓練或監

督。」

c)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I章）－第 24條第 1款規定「受

僱人在工作過程中－(a)須合理地

照顧他本人的安全，以及可能受

他的作為或不作為影響的其他人

的安全；及…」 

Summary of incident
A morning in November 2014, a 

river trade vessel arrived at Western 

Anchorage and moored to the side of a 

dumb lighter to collect some containers 

offloaded from an ocean going container 

vessel.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ainers 

was carried out via the derrick crane 

of the dumb lighter. At about 0530 

hours, the loading of the container 

onto the river trade vessel was about 

to complete. A crew member of the 

river trade vessel went over to the 

dumb lighter to collect a ship’s stamp 

from a tallyman at the shipside of the 

ocean going vessel. Whilst the crew was 

progressing on the hatch coaming of the 

dumb lighter, he was hit by the slewing 

wire of the dumb lighter’s derrick crane. 

The crew member fell 5 metres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dumb lighter’s 

cargo hold and was injured.

Be safety conscious

Progressing path of
Crew 'X'
船員「 X」前進路線

River
Trade
Vessel

（內河船）

3T

2T 

Crew 'X' fell from the hatch
coaming to the bottom of cargo
hold
（船員「 X」從艙口圍板墮下至貨艙
底部）

The top of the 2nd tier
container levels the same as
the hatch coaming
（二層櫃櫃頂與艙口圍板成同
一水平）

Crane Operator
（起重機操作員）

Tallyman
（理貨員）

Ocean Going

Container Vessel
（遠洋貨櫃船）

Dumb
Lighter

（躉船）

2 tiers of
containers
二層高的貨櫃

3 tiers of
containers
三層高的貨櫃

Signalman
（信號員）

Hatch coaming
艙口圍板

Slewing wire
（轉動吊臂的鋼絲纜索）

（三層）

（二層）

The circumstance
An ocean going container vessel 

arr ived at Western Anchorage on 

the day of accident. Soon after it was 

anchored, a few dumb lighters moored 

a longs ide to prov ide the cranage 

services. Later, a river trade vessel went 

alongside one of the dumb lighters to 

collect some of the containers offloaded 

from an ocean going vessel.

At about 0530 hours, the loading 

of containers on the river trade vessel 

was about to complete. A crew ‘X’ was 

instructed to go over to the dumb 

lighter to pick up a ship’s stamp from 

a tallyman who was standing at the 

shipside of the ocean going container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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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oarding the dumb lighter, 

crew member ‘X’ first crossed the 

hatch of dumb lighter via the tops of 

the containers stowed in the cargo 

hold. As the tallyman on the ocean 

going vessel was waiting at the shipside 

adjacent to the A-mast at the fore deck 

of the dumb lighter, ‘X’ proceeded to 

the fore deck of dumb lighter via the 

narrow hatch coaming. On the ocean 

going vessel, a signalman who was 

guiding dumb lighter’s crane operator 

in the lifting of a container in the cargo 

hold of ocean going vessel noticed the 

appearance of ‘X’ in the operation zone 

and immediately warned him of the 

cargo operation in process. As the lifting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the signalman 

had to keep his sight on the container 

being lifted. Soon, the container was 

cleared for free hoisting, the signalman 

returned his sight to the dumb lighter 

but ‘X’ was no longer on the deck of 

the dumb lighter. The signalman had an 

ominous feeling. He requested the crane 

operator of dumb lighter to lean out 

from his operator cabin and look into 

the cargo hold space underneath. The 

crane operator found ‘X’ lying injur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X’ 

sustained fractures on his left limbs. 

It was later found out from ‘X’ that 

he was hit by the swinging slewing wire 

of the dumb lighter’s derrick crane. He 

then lost his balance and fell from the 

hatch coaming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Finding and observations
Dur ing the invest i ga t ion , the 

followings were revealed:

a) The progress path on the dumb 

lighter selected by crew ‘X’ is a 

risky path involving hazards of 

fal l ing from height, striking by 

moving objects and hit by fallen 

objects.

b) The ha tch coaming crew ‘X ’ 

progressing was narrow and in the 

movement range of the derrick 

slewing wire. 

c) The crane operator of dumb 

lighter was not aware of crew ‘X’ 

boarding, as he was focusing on the 

lifting of a container in the cargo 

hold of the ocean going vessel.

d) The falling location of crew ‘X’ 

was close to bottom of the A-mast 

which is not visible to the crane 

operator. 

e) Crew ‘X’ joined river trade vessel 

for one month only. He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dumb lighter derrick crane in Hong 

Kong. 

Recommendation
a) All personnel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e travelling path of the 

cargo in handling, the movement 

range of l i ft 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and the operation space 

of machinery. All personnel should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cargo 

operation zone. 

b)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works 

and the work supervisor should 

assure the work is carried out 

under adequate supervision. Any 

dangerous acts should be stopped 

immediately.

c) The work super v i sor shou ld 

closely monitor and guide any 

crew members who have limited 

working experience.

d) The person in charge and the 

emp loye r  s hou l d  a s s e s s  t h e 

training needs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nd provide adequate 

training to all persons employed 

before they are assigned to work. 

The training may include general 

induction on working procedures 

and more speci f ic job related 

trainings or a mixture of on-the-

job and off-the-job trainings.

Applicable legislation

a)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ap. 
548I), Section 20, Sub-section (1) 
stipulates that “a works supervisor 

shall – (a) supervise works carried 

out on, to or by means of a local 

vess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fety 

instructions given by a person in 

charge of work;…”

b)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ap. 
548I) , Sect ion 23, Sub-sect ion 
(3) stipulates that “there shall be 

provided such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or supervision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sure, in so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safety of a 

person employed at work.”

c)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ap. 
548I), Section 24, Sub-section (1) 
stipulates that “a person employed 

at work shall – (a) take reasonable 

care for the safety of himself and of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his act or omission; a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