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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氣掣在手，職安健我有

  上一期《綠十字》由封面至內容，都以新面貌登
場，獲得不少讀者讚許，令編輯部深感鼓舞，我們會
繼續努力為讀者提供更多知趣並重的職安健資訊。為
配合剛於五月推出的「中小型企業手提水氣掣資助計
劃」，今期內容亦會集中討論與電力有關的工作安全
問題。

  每年都有數宗因觸電而造成傷亡的工業意外，分
析事故原因，很多時與人為失誤、程序出錯或者電動
工具漏電有關。職安局近年推出不同宣傳及資助計
劃，協助業界減低事故風險。例如在 2014 年我們資助
推出「中小企上鎖掛牌套裝資助計劃」。上鎖掛牌套
件是讓電氣技工在進行電力裝置維修、保養工作前，
以隔離電源，並使用掛牌來提醒其他人，電源已被上
鎖及不准操作，避免電源再被接通而導致觸電意外，
是預防觸電意外的一大法寶。

  勞工處及職安局今年五月再接再厲，推出「中小
型企業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資助中小型企業購買
合規格的手提水氣掣（即漏電斷路器），預防工人在
電力工具漏電時遭受電擊傷害。「水氣掣」是一種非
常有用的電力安全裝置，便於攜帶，並可直接接駁在
電力工具上使用，適用於室內及戶外的工作環境。勞
工處及職安局攜手推出這項資助計劃之目的，除了向
業界推廣更新穎更安全的安全設備以外，亦希望更深
一層地發揮「種子作用」：先鼓勵高危行業如裝修維
修、機電業及建造業中小企廣泛採用，讓業界認識手
提水氣掣的好處，及對產生一定需求後，其他較大型
企業亦會相繼採用，令手提水氣掣成為工友隨身配備
的電力工作安全設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早前在個人網誌上表
示，建造業工種繁多，其中很多建造工程都必須使用
電力，但由於電流無聲、無色、無味，每當發生觸電
情況時，工友生死往往就取決於剎那之間。工作時不
當地使用電力，可以構成觸電、火警或爆炸意外，導
致工人受到嚴重或永久性的傷害，甚至死亡。而新推
出的「中小型企業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將可幫助業
界提升電力工作的安全水平，令廣大工友工作時多一
份安心，他們的家人亦同時少一份擔心。

  張局長所言，正正點出了職安局工作的最大使命：
透過推廣職安健資訊令打工仔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每
天都能「開開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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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是現代社會生活中最常用的能源之一，為我們的生活帶來
方便。電力為各種電器設備及工具提供動力，協助我們進行不
同工作及改善生活質素，包括照明、運輸以至使用各種手提電
動工具。

手提電動工具被廣泛應用在不同行業，包括飲食業、建造業、
造船業及機電業等。這些工具種類繁多，包括電鑽、電鋸、攪
拌器及研磨機等。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確
地選用合適的手提電動工具，不但可以確保工作順利完成，亦
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操作
手提電動工具

的安全要點

然而，電力以無形的方式存在，不容易被
察覺，加上可能含有極大的能量，不正確
使用手提電動工具會導致人命傷亡和財物
損失，影響工作效果甚至延誤工作進度。
因此，我們須正確操作手提電動工具，以
確保使用者的安全得到保障。

操作手提電動工具的安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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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危害

 手提電動工具及裝置要正確選擇、安裝、使用和
維修，並保持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若未能妥善管理
或使用不當，手提電工具可能造成以下危害：

     電擊（觸電）

 電擊是指電流通過人體。當人體受到電擊時，電
流可導致皮膚、肌肉以至內臟器官被燒傷。另一方
面，研究顯示只需要約 10mA 左右的電流，便可在短
時間內影響身體器官正常運作，最易受影響的包括心
臟、肺部及神經系統。當這些器官受到影響，便有機
會造成心室纖維性顫動、呼吸停止或無法控制身體肌
肉等後果，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

    意外成因

  一般來說，因為手提電動工具的速度及力量高，
加上電力的危害，如有意外發生，後果往往非常嚴重。

 在使用手提電動工具時，觸電的原因可以有很
多，包括破損的電線或接頭等；一時疏忽大意例如在
戶外使用不防水的電鑽；沒有針對工作需要而選用了
不正確的工具、無獲授權或培訓便進行有關工作，都
會導致意外發生。工作制度方面，如管理控制未達完
善、缺乏監督等亦有機會引致意外。

 再者，在不安全的環境及情況下使用手提電動工
具工作，包括潮濕的環境、狹窄的空間、電力設備沒
有安裝保護裝置（例如接地裝置），也是導致電力意外
的成因之一。

     火警或爆炸

 手提電動工具如出現故障，有機會產生高溫並點
燃附近物件，導致火警或爆炸意外發生。導致此類意
外的原因包括：

•電路超出負荷而過熱；

•電工具的絕緣體損壞導致出現短路；

•接頭因老化、不合規格或不當改裝而造成接觸不良；及

•產生靜電及火花，例如手提電鑽的馬達等。

     間接意外

 不當使用手提電動工具亦可間接引致意外發生，
例如因電擊令身體失去平衡，而導致人體從高處墮下
或撞傷等。

     其他危險

 本文將集中討論與電力安全有關的要點，惟我們
仍須注意使用手提電動工具時的其他危險事項，包括
鋒利或危險部份令工友割傷、撞擊敲擊造成碎片或斷
裂部件飛出擊中工友、粉塵及煙霧、手提工具從高處
墮下、設計不良造成勞損或扭傷、觸及機器灼熱的表
面、重複性動作引致腱鞘炎等的問題。

1

2

3

4

人體被電擊意外。

使用不合規格的連接器接頭
十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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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例及指引

  要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
財產安全，政府須制訂相關
的法例及指引。目前本港有
關手提電動工具安全及健
康的法例，主要包括由勞工
處執行的《工廠及工業經營
條例》(59章)、《職業安全
及健康條例》(509章)、由
機電工程署執行的《電力條
例》(406章)，以及它們的相
關附屬規例等。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
例》適用於所有工業經營及
工業工場，要求僱主和僱員
履行他們的一般責任，僱主
亦須向勞工處呈報有關工場
或建築工程的資料。特別是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
例》更對從事有關工業經營
中的發電、電力變壓、電力
分配或電力使用等工序作出
監管。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例》涵蓋所有類別經濟活動
（即工業和非工業活動）的
職業安全及工作健康事宜。
要求工作場所的僱主、處所
佔用人及僱員履行他們的一
般責任，維持工作時的安全
及健康。

  《電力條例》就電業工
程人員、承辦商和發電設施
作出有關規定，以及對電力
供應、電線及電氣產品的
安全訂定要求等。《電力條
例》亦設有多條附屬規例。

  此外，勞工處及機電工
程署等亦就著有關上述法例
的各項要求而制訂實務守則
或相關指引，包括《在工作
場地的基本電力安全要點》
及《電力（線路）規例工作
守則》（2015年版）等。
這些刊物可在有關部門的網
頁下載。

    手提電動工具安全要點

  使用手提電動工具的安全要點可分
為事前準備、施工措施和事後跟進等幾
方面。

     事前準備

•風險評估：

 回顧以往案例，由手提電動工
具引致受傷或死亡個案之成因，與
在何處使用及如何使用手提電動工
具有極大關係。所以，工作前應先
於工作現場進行風險評估，找出工
作所潛在的風險，對症下藥，加強
預防措施。此舉不但可以減低工作
人員受傷的機會，亦同時減低在同
一工作場所內其他人受傷的風險。

•正確選擇工具：

 不同種類的工具均有它們獨特
的設計以配合工作需要。選用不正
確 的 手 提 電 動 工 具 可 導 致 意 外 發
生。選擇條件應包括：

–工序的需要，挑選足夠功率的電

動工具可避免員工過份用力或過

大功率造成危險；

–工作情況，例如室內或室外環境

使用，需要不同設備；

–工具本身的形狀、大小、重量能

在工作環境中靈活使用；及

–部份工地或合約可能要求使用低

壓或特低壓的手提電動工具等。

•安全培訓：

 員工必須接受過有關手提電動
工具的訓練才可使用。部份危險性
高 的 工 具 如 砂 輪 等 ， 更 要 接 受 有
關訓練及經僱主委任後才可安裝。
工具在不使用時，更應放於安全地
方，防止未經授權人士使用。

•使用前檢查：

  為確保所有手提電動工具經常
保持在良好操作狀態，必須進行定期
檢查。檢查清單可以幫助檢查員有系
統地對手提電動工具進行檢查。工具
亦可以編上號數，幫助辨識工具。工
具每隔一段時間須再進行檢查，確保
工具處於理想的安全狀態。

1

     施工措施

 使用手提電動工具時，應留意環境
的改變，作出動態風險評估，提出因地
制宜的安全措施，例如：

•在潮濕的環境或戶外地方（例如建築

地盤），若沒有適當絕緣及保護，電

動工具可能會因入水而導致漏電和發

生故障，形成不安全的工作環境，須

使用防水插頭及電線；

2

•狹窄而又滿佈沒有接地金屬部件的

地方，例如在金屬槽、鋼架結構（工

字廊）或船艙內，都容易有觸電風

險，應為工作台安排接地或使用非

導電物料的輕便工作台。

•注意工序的相容性，在存放易燃物

品的附近，不宜進行帶電工作，因為

電動工具普遍會產生熱力和火花，有

機會引起火警及爆炸。應事先將不相

容的工序分開，如無法安排便須考慮

使用具備防爆設計的工具。

在潮濕的環境或戶外工作時，
應使用符合認可標準的防水插
頭、電線及插座，該類電器設
備的保護程度須最少達至 IP54 
或符合有關當局的規定。

使用手提電動工具前應徹底進行檢查，
以確保工具處於理想的安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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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直接觸電

 要防止手提電動工具意外，我們可
考慮以下多方面的措施，防止人體或電
工具在工作進行期間直接接觸到帶電
體：

•絕緣：使用絕緣體將帶電部份完全遮

蔽，避免與人體或手提電動工具接觸

而發生意外；

•障礙：利用障礙物或外殼等將帶電體

圍封，以防不慎觸及危險部份；

•接觸範圍外：將電線等帶電體掛高或

放於觸及範圍以外，讓施工者無法接

觸，也可減低意外破損或絆倒機會。

     安全裝置

 除防止直接觸電的方案外，還有不少
安全裝置可保護手提電動工具的使用者：

•過載保護裝置

在電源處使用合適額定電流的過載保護裝
置，例如保險絲（Fuse）等。當電流超
過預定數值，保險絲便會熔解，將電路截
斷，防止過量的電流繼續對系統造成負
荷，引致意外發生。

3

應適當地固定
軟線位置

新款軟線 舊款軟線

    意外個案

  根據勞工處的資料顯
示，過去涉及不少與手提電
動工具有關的工業意外。
此類個案大多集中在夏季發
生，其主要原因可能與天氣
炎熱潮濕有關，因為潮濕的
衣服、環境和排汗會減低
人體和環境的電阻，電工
具也可能因雨水或倒汗水
而影響絕緣性，增加工人
觸電的機會。

  過去與手提電動工具有關
的嚴重或致命意外例子包括：

一名木工站在地面有積水的
情況下使用手提電鋸，由於
電鋸沒有接上地線，加上供
電插座沒有裝上漏電斷路器
（俗稱「水氣掣」），在電
鋸出現漏電時便發生意外，
觸電昏迷；及

一名工人在雨後處理電弧焊
接設備，在潮濕的環境下接
觸手提電焊器具，在沒有良
好的絕緣及接地保護的情況
下觸電死亡。

4

•漏電保護裝置

在電源處安裝合適的漏電保護裝置，例如
漏電斷路器（RCD）等。當設備出現漏電
情況時，進入電路的電流與流出的電流數
值便會不一致，電流的差異會令斷路器內
的線圈產生磁力，在極短時間內令斷路器
將電路打開，截斷電源。

•地線接駁

接駁地線的目的是在漏電的情況下，提供
比人體以外較低電阻的路徑供故障電流流
往接地，大幅減少故障電流進入人體而造
成的傷害。

手提電動工具意外

在存放易燃物品的附近，應避免進行帶電工作。 保險絲必須安裝在火線上，請在安裝時注
意有關電工具所使用的電線顏色代碼。

破損的絕緣及接
頭有機會導致觸
電意外發生。

A

使用手提電動工具時
（特別是潮濕等高危
的環境下），應使用
便攜式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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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10 伏特／特低壓／
充電式手提電動工具可降
低風險。

「回」雙重絕緣標記

待修之工具應清
晰標示，避免被
誤用。

    總結

  香港夏季天氣炎熱潮
濕，各位工友在使用手提電
動工具時，須打醒十二分精
神，留意可能的潛在風險，
避免意外發生。合資格的中
小企亦可考慮透過申請本局
的「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改善電工具使用時的安全情
況，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

    事後跟進

  正確的貯存、保養及維
修對安全使用各種手提電動
工具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
使用完後，所有工具必須放回原處，不
應隨處擺放。必須整齊貯存工具，放於
合適位置如工具架、工具箱內，方便拿
取。如雜亂無序地擺放工具，便有機會
於尋找時被割傷。

保養及維修手提電動工具應由特別部門
或人士負責，而且必須擁有足夠的經驗
及認可資格。定期檢查電工具及進行操
作測試，可確保工具經常保持在最佳的
操作狀態。破損的工具如已無法修理，
必須立刻棄置；待修之工具可掛上「待
修」牌以茲識別，以免被其他員工誤用。

     中小企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根據個案分析顯示，漏電加上缺乏
適當的保護設備往往是手提電動工具意
外的主要成因。為改善業界的工作安全
情況，加強業界對手提電動工具的保
護，勞工處及職安局推出「中小企手提
水氣掣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的中小企
提供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手提水氣掣的
部份資助，讓東主或承辦商在供應電動
工具的插座電路裝上合適的水氣掣，以
減低員工使用電力工具時，因出現漏電
或接地故障而發生意外的機會。

 申請的企業須在香港完成商業登
記，符合中小企的定義–即在本港僱用
少於 50人的建造業、裝修維修業及機電
業–其經營活動亦須在香港境內。有關
計劃的詳情、條款及申請資格，請參閱
有關計劃的申請表 www.oshc.org.hk。

•雙重絕緣

裝有雙重絕緣的電器，除一般的絕緣
體外，還有一層獨立的絕緣體包囊
加強保護。此類電器設有「回」形標
記，可提供足夠保護，因此不需接駁
地線。

•低壓電力

透過減低電壓，可以將人體在觸電時
受到的傷害減低。如情況許可，更可
考慮使用充電式手提電動工具，將
危害進一步降低，惟使用充電式工具
時，必須跟從生產商的安全使用指
引，避免因電池過熱或過度充放等情
況而造成意外發生。

•個人防護裝備

如果在採取了上述工程控制措施後，
有關工作可能遇到的危害仍處於不可
接受的水平，或上述的工程或行政措
施並不可行，東主或承建商便須為工
人提供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作最後防
線。有關使用手提電動工具常見的個
人防護裝備包括絕緣手套、絕緣安全
鞋、耳塞及呼吸器等。

除此之外，在使用電力的工作地點當
眼處，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
例》所規定而張貼法定《電擊》海報，
並向工友提供適當的安全及急救訓練是
很重要的。有關海報可於勞工處網頁下
載或向處方索取。

有需要時為工人
提供適合的個人
防護裝備作最後
防線。

雙重絕緣的手提電動工具可有效保護使用者。

中小企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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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事前準備
 為了確保戶外工作人員不會受惡劣天氣影響，僱

主必須要在惡劣天氣來臨之前做足準備。一套全面的
準備方案，應包括人、機、物、法、環幾個方面。

「人」─ 成立惡劣天氣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小組的主要功能是在惡劣天氣來臨前做
好預防意外的措施，並且在惡劣天氣來臨之時做好協
調工作以保障工作人員安全，故此這個小組的角色是
十分重要的。應變小組的組長應由有能力調配相關資
源的人員出任，而成員應來自機構內不同的部門，以
協調各方做好應付惡劣天氣的措施。僱主應向小組組
員提供訓練，讓他們有足夠能力執行應變措施。

「機」─ 做好預防措施 確保機器安全

  於戶外使用的大型機械及器材，例如是起重機之吊
臂及流動式工作台，於惡劣天氣當中可能會出現翻倒等
危險情況。此等機械器材必須要在惡劣天氣來臨前被置
於安全位置，而流動式工作台及容易翻倒的器材應被固
定好。此外，僱主亦需要確保於戶外使用的電力器材有
良好的防水及絕緣保護，以防器材因被雨水沾濕而出現
漏電情況等。而起重機及其他高架起重機械亦須在電路
上適當地接地防護，避免被雷擊。

惡劣天氣下
  戶外工作安全

根據天文台資料，香港在過去百多年的熱夜及酷熱日數上升，而寒冷日數則下降。這個
變化令極端降水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而香港亦即將踏入夏季，除了暴雨之外，亦會出
現颱風和雷暴等惡劣天氣情況，令戶外工作人士，例如海上作業人員、建築工人及其他
外勤人員受到影響。雖然我們並不能阻止惡劣天氣的出現，但正所謂「防患於未然」，
我們應該針對各種惡劣天氣狀況制定相應的對策，以保障戶外工作人員的安全。

圖一：起重機等裝置
易受強風影響。

「物」─ 預備應付惡劣天氣的物品及裝備

  要有效執行惡劣天氣的應變程序，僱主必須購置
合適的物品及裝備以作配合。例如在貨櫃碼頭內綁好
貨櫃以防被強風吹倒，便需要使用專用的鎖箱尼龍
帶；而為了保護在惡劣天氣下，無可避免地需要戶外
工作的人員（例如提供緊急服務的人員），僱主亦必
須為他們提供通訊設備及安全帽等個人防護裝備。購
置這些物品及設備後，僱主亦需要安排定期檢查及保
養，以確保它們處於良好的備用狀態。

圖二：預備應付
惡 劣 天 氣 的 物
品，例如貨櫃業
應使用鎖箱尼龍
帶固定貨櫃以防
被強風吹倒。

「法」─ 制定應付惡劣天氣的應變程序

  僱主應為不同的惡劣天氣情況制定相應的緊急應
變程序，並且將之傳達予緊急應變小組及有機會受會
惡劣天氣影響的員工。然而，緊急應變程序中應包括
甚麼措施？怎樣識別有機會受到影響的員工？僱主可
參考勞工處的「風險評估五部曲」進行風險評估，
為以上問題找出答案，以制作一份完備的緊急應變程
序。另外，為了確保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人員了解如
何執行緊急應變程序，僱主應向他們提供足夠訓練，
並且定期舉行演習，讓他們熟習如何在惡劣天氣時執
行應變程序。

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安全

中小企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GREEN CROSS VOL.26 NO.3 09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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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以便一旦天文台發出預
報，甚至已發出警告信號時，應變小組可盡早啟動應
變程序，而受影響的人員亦可及早注意。

步驟 詳情

1. 找出危害 •找出那些工作會受惡劣天氣影響
•參考過往的意外及傷病記錄，以幫助找出危害的因素

2. 估計誰會受危害 •列出受影響的僱員
•估計員工如何受危害

3. 評估風險 •評估危害所引致的風險程度（高、中、低），受影響的員工人數
•需要考慮因素包括：天氣狀況，例如氣温，濕度、風速、降雨量、雷暴警告等
•檢討現有的預防措施是否足夠或需要加強

4. 記錄評估結果 •記錄已確認的危害
•記錄重要的結論

5. 覆核評估 •記錄已確認的危害
•記錄重要的結論

表一：風險評估五部曲

「環」─ 確保工作場地安全以應付惡劣天氣

 為工作場地做好準備，可預防一些因惡劣天氣
而出現的危險情況。如保持去水設備暢通，可預防
暴雨時去水不及而造成水浸；以及確保於戶外使用
的 電 力 器 材 有 良 好 的 防 水 及 絕 緣 保 護 ， 可 預 防 器
材因被雨水沾濕而出現漏電情況等。此外，在風雨

季節期間，要特別留意工作場地內是否有容易被強
風吹起或吹倒的物件，並在強風來臨之前收好或綁
緊，以免做成危險。

  僱主亦應因應工作的性質，在工作場地安裝適當
的預警器，例如風速計和閃電預警器，當惡劣天氣出
現時可即時發出警告，以便各人員採取適當的措施。
如工作地點附近沒有可供工作人員暫避的建築物，僱
主應提供安全庇護所或構築物，與及安全的撤離路徑
予戶外工作的人員。

圖四：提供安全的撤離路徑予戶外工作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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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安全

圖三：利用安全告示板傳達惡劣天氣應變程序予員工。



  惡劣天氣情況       應該　       不應該

強風
（包括當熱帶
氣旋警告或強
烈季侯風信號
生效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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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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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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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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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應進行高空吊運工作；
• 不應接近當風的門窗，以免給隨風吹

來的碎片擊中；
• 不應使用容易被強風引致身體失平衡

的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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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 • 停止戶外工作，並進入安全庇護所暫避；
• 遠離金屬喉管、電纜 / 電線、構思物或屏障；
• 移除身體的金屬物件；
• 遠離窗戶；
• 遵循安全指示行事；
• 經常保持警覺，留意工作地點環境變化。

• 不應在水中或空曠地方停留；
• 不應在所處地的高點停留，如山頂高處；
• 不應在樹底、燈柱或其他導電物體旁

停留；
• 不應佩帶高度傳電的用具，如耳筒機；
• 不應拿著長棒狀或尖的長型物體；
• 不應倚在車輛或構築物的牆壁；
• 不應倚賴膠靴和雨衣作為防電擊的

保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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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 • 保持警覺，注意水位上升和湧至；
• 準備隨時撤離危險地點；
• 熟習在緊急時使用的逃生路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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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雨期間，不應進行挖掘坑穴、隧道
及斜坡鞏固等工程；

• 不應停留在斜坡邊和挖掘的土坑內，
亦不應在溝渠內躲避，以免遭遇水淹
和泥土下塌的危險；

• 不應在未知地面的情況下，在積水的
地方上走過；

• 不應以廢棄的汽車作為庇護所；
• 切勿接近危險斜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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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劣天氣下須注意事項
 在做好應付惡劣天氣的準備後，我們就要留意一旦惡劣天氣出現時的安全要

點。僱主應盡量避免員工於惡劣天氣情況下進行戶外工作，但若無法避免，於惡劣
天氣來臨時僱主及僱員應留意以下安全要點：

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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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後處理
 在惡劣天氣情況過去後，並不代表我們可以掉以輕心，因為工作場地可能已受

惡劣天氣的影響而變得不安全。僱主應於惡劣天氣過去後，立即評估惡劣天氣對工
作地點所造成的影響，並禁止任何人進入仍有危險的地方。在復工之前，應為工作
場地進行安全檢查，並尤其留意以下範疇：

酷熱天氣中 • 戶外工作人員，在酷熱天氣下工作，應注意：
- 穿着通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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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飲用足夠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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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沒有空調設備室內的工作人士，應盡量打開窗
戶以保持空氣流通。

• 酷熱天氣下，不應在中午時份陽
光最猛烈時工作；

• 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下曝曬，以免
受太陽紫外線曬傷。

寒冷天氣中 • 僱主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例如提醒須在戶外
或偏遠地方工作的僱員，穿着合適的禦寒或防滑
衣物，及盡量安排僱員交替在戶外及戶內或有遮
蔽的地方工作；

• 僱員要留意天氣報告、穿着合適的禦寒衣物和留
意身體狀況，如有不適，例如手腳冰冷和全身震
顫，應盡快通知主管和看醫生。

• 嚴寒天氣下，戶外人士不應長時
間置身寒風中或高山地方；

• 使用暖爐或暖風機時，不應放近
易燃物件，及使電力負荷過重；

• 切勿在室內生火取暖。

圖五：僱主應確保工作場
所無危險，才可讓員工返
回工作崗位。

總結
 天氣預報技術不斷進步，往往讓我們能及早得知

天氣情況的變化，但惡劣天氣情況仍有可能突然出
現。無論我們是否能預知惡劣天氣的來臨，我們必須
要做足準備，以保障戶外工作人員的安全。

－ 檢查工作台、圍板、棚架和臨時建築物及有關吊重
設備在強風過後是否安全穩固，尤其是正在組裝或
拆除的通架、棚架及石矢模板；

－ 留意地面狀態，檢查會否因大雨而令土壤鬆軟或過
於濕滑而不適合讓機器在其上操作；

－ 起重機械、吊船及電力設備等裝置，須經詳細檢
驗，證明屬安全狀態後，方可恢復操作或使用。

 各人員應繼續留意天氣報告並保持高度警覺，防
範雷暴、暴雨和颱風在除下或改掛較低警告訊號後，
再度來犯。

表二：惡劣天氣情況下的安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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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行事，多方協調
 為新樓宇鋪設地下管線或進行緊急地下設施維

修，都需要進行挖掘工程。香港的街道地下佈滿公用
設施，承包工程的承建商在地下電纜或氣體喉管附近
進行挖掘或地底工程時，如不慎破壞地下設施，例如
電纜、水管或光纖，皆可導致附近地區的供水、供電
或網絡出現故障，影響正常服務，使市民感到不便，
而且更有機會涉及巨額賠償及維修金額。因此，挖掘
工程時需要小心進行，透過多方協調避免對任何設施
造成損壞。要防止事故發生，進行工程的承建商須嚴
格遵守《供電電纜（保護）規例》及《氣體安全（氣體
供應）規例》，工程承建商負責人需要在工程展開前採
取以下步驟：

在 泥 坑 兩 邊 安 裝
泥坑閘板。

程，並確保機手及工人完全清楚地下公共設施（包括
電纜、水管、煤氣及電話線等）的位置和深度。此
外，必須提醒各工友及機手在進行挖掘時，必須謹慎
行事，並採用妥善的技術和方法，盡量在公用設施旁
邊進行挖掘，而不是在其正上方進行。當接近地下設
施位置時，須使用人手挖掘。若公用設施遭受損毀，
必須立即停止挖掘，並通知該挖掘地段的負責人，以
便事件可盡快通報到相關的公用事業機構。

挖掘安全工作程序
 在泥坑邊緣位置，需放置裝上閃燈的圍欄或水

馬，以防止人體下墜及提供照明。如遇上惡劣天氣，
負責人應在圍欄下方安排足夠數量的沙包，防止被強
風吹倒及阻擋雨水湧入泥坑。當泥坑深度超過 1.2 米
時，必須提供足夠支撐，鞏固泥坑之結構，防止泥土
倒塌，保護工友安全。如果以削斜的方法進行挖掘，
一般可承受的泥土靜止斜度（Angle of Repose）為 45 
度；但有些土質的可承受斜度較小，故須參考專業人
員的意見。挖掘工程的支撐方式或削斜角度，關乎結
構設計及土壤力學工程，應由合資格的工程師進行詳
細分析後才作决定。• 向相關公用事業機構索取圖則；

• 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進行電纜探測工作，以確定地
下設施的線路、深度及位置，並確保工地人員完全
清楚地下管道的詳情；

• 施工時採取措施以保護電纜或氣體喉管免受損毀；及

• 探測地下設施工作完成後，負責公司需要提交管線探
測工程報告，報告內容包括探測程序記錄表、使用探
測儀器的牌子、相片及地下設施的線路及深度。

保護地下公用設施
 首先，在需要進行挖坑的路面上明確標示所有地

下設施的資料，讓操作員了解挖掘時的情況，包括深
度及距離等。委派合資格人士在場監察探坑開挖過

在挖坑附近放置圍檔，以防止途人墮進坑內受傷。

在需要挖掘的路段標示距離。

挖掘地下管道的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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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挖泥機的機背
部分裝上尾棍。

遭移動中的負荷物移動機械撞倒
  操作挖泥機時須顧及他人與自身安全，然而工人
被負荷物移動機械撞倒（例如挖泥機）卻是挖掘工程
常見的意外。挖泥機可前後移動及懸臂可 360 度旋
轉，如果操作員稍一不慎，便會很容易將工人撞倒。
因此，在操作挖泥機時應小心附近的工人、車輛或障
礙物，必要時應劃定工作範圍或行車道，對附近的架
空電線更須特別留意。為確保工人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械的安全，以下為一些預防方法：

• 為挖泥機安裝倒後鏡，讓機手倒車時可以看到機背
的情況；

• 圍封挖泥機移動範圍外最少 600 亳米或以上的地方；

• 挖泥機移動時，必須在機背部分裝上尾棍；

• 在挖泥地點附近之工作人員須穿著反光衣、安全鞋
及佩帶安全帽；

• 確保挖泥機放置有效的驗機證書及張貼警告標誌於
挖泥機背之當眼處；

• 為挖泥機安裝倒車視像裝置，使司機及操作員可透
過安裝於駕駛艙內的顯示屏，以及安裝於車尾的閉
路電視攝影機看到車輛後面情況；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負荷物移動機械）規例，操
作員必須為 18 歲或以上人士、必須受過訓練及持有
有效的證明書，而負責人則有責任確保其僱用的操
作員，均獲提供所屬種類機器的訓練課程；及

• 委任一名訊號員利用手號或其他通訊儀器指揮挖泥
機的移動。

 此外，泥坑邊緣不應放置或堆疊物料（包括泥、
石），手提工具亦不應放在挖掘工程邊緣，以免造成
泥土倒塌意外，而危害到在泥坑內施工的工人。在每
段挖掘範圍內放置地下設施測試報告及圖則、臨時交
通安排、當區負責人電話及緊急聯絡人電話，讓途人
了解挖掘工序及聯絡工程負責人。在挖掘泥坑時，梯
具應該設置在適當的地段，方便工人進出泥坑。而使
用梯具前必須妥當地用繩子綁好，防止梯具移位，影
響工人上落泥坑。

 挖泥機操作員登上挖泥機前，需要圍繞挖泥機走
一圈，檢查有沒有人或物件擋著前路；登上挖泥機
後，檢查所有操作和停機操控杆鈕是否操作正常。駕
駛或操作挖泥機時，必須扣緊安全帶。在挖泥機靜止
前，切勿登上挖泥機或從機上攀下。如挖泥機設有駕
駛室，須確保駕駛室門關閉妥當。停泊時應把附配
機件或工作部件下降至地面，再將啟動匙拿走，交回
地盤人員妥善保管。如挖泥機需要在斜坡上工作或行
走，應先查察該挖泥機最大可以行走的斜度，亦應緊
記禁止挖泥機於斜坡上橫駛。

工人長期暴露於高噪音工作範圍
• 選擇較低噪音量的機械；

• 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對該工作環境進行噪音監測，
以制定噪音管制範圍；

• 按照報告內容，劃分噪音管制區；

• 操作員在有需要時應佩戴合適之個人防護用品，如
聽覺保護器、隔塵口罩等；及

• 只可根據噪音許可證上指定的時間進行挖掘工程。

安全進出及緊急逃生設施
 通道應保持暢通無阻及清潔，以防止滑倒意外。

嚴禁工人以攀爬踩踏坑槽支撐設備的方法進出，必須
提供有扶手及穩固的梯具以及提供充足照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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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溜後
 運送物料時（如閘板鐵枝、木板），司機須確保

停車後拉緊手掣，於斜路停車必須使用膠楔子或枕木
固定車輪。

臨時交通安排及管制
 安排足夠工人在挖掘工程附近指揮交通，並提供

必要的改道指示，防止車輛迎面相撞。為避免人車爭
路，應把車輛和行人通道分隔，這樣可減低交通意外
發生的機會。

聯絡小組
 工程公司可在挖掘工程前成立聯絡小組，與地區

建立緊密聯繫，深入社區，了解居民的需求及擔憂。
通過與地區人士保持緊密聯繫，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使挖掘工程能順利地完成。

總結
 挖掘泥坑是個看似簡單卻又非常複雜的工序。挖

掘所涉及的危害，例如破壞地下設施及泥坑倒塌，後
果可以非常嚴重。本文列出了一些挖掘工程的預防
措施及相關資料，使讀者能認識挖掘地下管道的工作
安全。要防止意外發生，保障工人和公眾的安全及健
康，操作員施工時必須集中精神，認真地完成整個挖
掘程序。此外，承建商應由工程計劃開始，在設計方
面加入安全元素及在施工期間作實地監督，以確保工
作安全，共同達致「零意外」的最終目標。

參考資料：

1. 勞工處《風險評估五部曲》

2. 勞工處《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簡介》

3. 勞工處《建築地盤（安全）規例挖掘工程及
一般工作安全條文簡介》

4. 勞工處《安全使用挖土機工作守則》

5. 勞工處《工廠及工業經營（在壓縮空氣中工作）規例》

合資格人士
 在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展開後，須安排合資格人

士每 7 天至少一次檢驗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的每一部
分，直至有關工程完成為止。檢驗後，除非已取得有
關該次檢驗的報告，其中包括述明有關的挖掘工程或
泥土工程及所有構築物均屬安全及穩固，而且進行
檢驗的人已簽署規定的挖掘及泥土工程每週檢查表
（即表格四），否則不得進一步進行有關的挖掘工程
或泥土工程。泥土稍作移動可引致支撐移位，要格外
留意，特別當木板變形或木方支撐變曲，即代表支撐
結構出現問題。因此，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應於每日
工作前由合資格人士進行視察，確保所有支撐構築物
狀況良好。《建築地盤（安全）規例》中所指的合資
格人士，必須由承建商委任，並有實質訓練及實際經
驗，並擁有足夠能力執行職責。

通風
 機械排放出來的廢氣會對操作員或在附近密閉空

間內工作的人員構成危險，必要時須要裝設通風系
統。如挖掘工程在密閉空間內進行，承建商就必須遵
守《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要求。如在
壓縮空氣中進行挖掘工程，承建商也應遵守《工廠及
工業經營（在壓縮空氣中工作）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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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的注意事項
 員 工 應 預 留 足 夠 時 間 作 準

備，包括行程所需文件、衣物、
藥品及緊急應變安排等。此外，
員工應調節好身心狀況以應付行
程的需要，還有瞭解公幹目的地
之風土人情、行程期間的天氣狀
況及政治氣氛等。

－ 確認前往目的地前是否需要注
射 疫 苗 ， 例 如 甲 型 及 乙 型 肝
炎、黃熱病（某些非洲和南美
洲國家入境時需要出示國際預
防黃熱病注射證明書）及腸熱
病等；

－ 取得所屬國家駐目的地領事館
或大使館的地址及電話，一旦
發生事故可以迅速尋求協助，

交通旅程中的注意事項
  員工在交通工具上（汽車、火車
或飛機）應扣上設有的安全帶，可減
低萬一有事故時所可受撞的傷害。

長途旅程容易引致深層靜脈血栓
 如在交通工具上長時間坐著不

動，有可能導致深層靜脈血栓以及
其他相關的健康問題。

 深層靜脈血栓是指在靜脈血管
中形成血塊，可在雙腿血液不流通
的情況下出現。由於此現象亦會因
長途旅程坐著不動而起，有被誤稱
為經濟客艙綜合症。研究顯示，旅
客乘坐長途巴士、火車或飛機亦會
由於坐著不動而出現問題。倘若血
塊在血管中脫落，並經血液循環系
統進入肺部時，則可導致肺栓塞。
假如肺栓塞過大，會令肺血管瘀塞
而致命。

預防措施如下：
－ 乘搭飛機時，最好穿上以天然

物料製成的鬆身衣服；
－ 一雙舒適的鞋也很重要，它可

舒緩因長期坐下引致足部輕微
腫脹的不適；

－ 至少每小時於客艙中走動，因為
靜脈血液不流通是導致此現象的
主因，而走動可以使腿部肌肉收
縮，令血液運行，此外亦可於座
位中做一些腿部伸展運動；

行程所需文件、衣物、藥品及緊急
應變安排
－  準備工作上的資料及文件；
－ 確定旅遊證件或工作證件有足

夠有效期及取得所需的簽證；
－ 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及記下緊

急支援方法；
－ 若需要為公司攜帶貨辦，應先

了解所帶貨品是否需要報關、
納稅或準備有關證明文件。個
別國家或地區或有法例規定，
嚴禁入境者攜帶某類物品或食
品入境；

－ 查閱目的地在行程期間的天氣預
告，準備足夠及合適（例如禦寒
衣物、雨傘）衣物及用品；

－ 若員工患有呼吸困難的疾病甚
至患有心絞痛，須要向家庭醫
生查詢是否適宜乘搭航機。另
外，孕婦、發病、受傷或剛動
手術的員工，則要評估在旅途
時 或 當 地 醫 療 設 備 ， 假 若 風
險 太 大 ， 員 工 或 需 要 更 改 行
程；

－ 若員工須經常服食藥物，謹記
將足夠藥物放於手提行李內，
並取得醫生建議於旅程時的服
用須知；

－ 可考慮穿著壓力襪，但必須選擇
合適尺碼才可發揮預防功效；

－ 喝大量清水，避免飲用咖啡及
酒 。 因 咖 啡 及 酒 屬 於 利 尿 飲
料，容易引致身體脫水，令血
液變濃；及

－ 如感到不適或病情加重，應盡
快尋求協助。

這是緊急應變措
施的一個重要準
備；及

－ 製作公幹的行程
表，內容包括乘
搭的航班、入住
酒店、主要逗留
地點及其聯絡電
話和緊急聯絡人
的名稱和聯絡方
法等。員工應把
這份行程表分別
交予公司及家人
作備份。

調節身心狀況
－ 員工到外地公幹時，身心負擔

一定比較重，如果身體狀況欠
佳，加上天氣、飲食、水土及
精神等各方面未能調節妥當，
身體便很容易出現毛病。所以
在 出 發 前 ， 員 工 應 該 增 強 體
魄， 避免在旅途中患病；及

－ 員工出發前亦應對飲食或運動
有所節制，切忌暴飲暴食，避
免因劇烈運動引致受傷而影響
行程。

目的地之風土人情、天氣預告及政
治氣氛
－ 員 工 應 認 識 目 的 地 的 風 土 人

情、禁忌及禮節等，這將可以
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不便，
甚至抵觸當地法律；及

－ 查詢政府機關對目的地是否正
發出旅遊警示，是否有進行中
的政治運動或爆發流行傳染病
等資訊。若有此等情況，應與
公司商討應否延遲行程。

 以上各項在出發前的注意事
項，需做好妥善檢查並核實。啟程
前做好準備，可以減少因時間緊迫
而引致勞累及壓力。

外地公幹的職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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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時差
 外地公幹人士或會受飛行時差

困擾。這是指在短時間內橫越多個
時區所引發的身體和生理病徵變
化，主要是由於身體的自然節奏和
睡眠週期受擾亂而造成。
預防措施如下：
－  在 開 始 一 個 飛 越 時 區 的 旅 程

時，應作充分休息；
－  假若旅程少於三天，應嘗試按

香港的時間表作息，而不是按
目的地的時間作息；

－  如果旅程超過三天，應儘快依
循 目 的 地 時 間 作 息 。 如 有 需
要，可以在到埗後最初數天作
午間小睡，以助適應；

－  在目的地接受戶外陽光照射能
夠減少時差的癥狀；

－  喝大量開水和避免飲用酒精亦
有幫助；及

－  應盡量避免服用安眠藥，如有
需要應向醫生查詢。

作嘔： 機艙內的低氣壓會令腸內的
空氣膨脹 20% 至 30%，使
人容易有作悶或作嘔的感
覺。登機前及在機上應減少
食量和避免喝有氣飲品。

頭痛： 疲倦、空氣氧份低及氣味等
因素都可以增加偏頭痛和各
種頭痛的機會。止痛藥應於
頭痛發作時才服用。

頭暈： 頭暈於機艙中最常見，會令
患者換氣過度。一般頭暈都
不會對身體做成大礙，只需
安慰患者及讓他們躺下，患
者將會慢慢康復過來。

耳痛： 坐飛機時或會出現耳痛，這
是因為氣壓隨著高度變化在
耳朵內失去平衡所致。如欲
保持耳朵氣壓平衡以舒緩耳
痛，可嘗試吞嚥或打呵欠等
動作。

 多瞭解上述所提及的健康危害
或不適原因，並採取合適的預防措
施，將可保持身體於良好狀况下完
成公幹旅程。

緊急應變事項
 無論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上，

乘客都要遵守相關的安全事項。當
機艙人員示範逃生方法時乘客應多
加留意，即使過往或曾經接觸過，
但當中或會因應情況改變而作出更
新，乘客不應錯失掌握及時的安全
資訊。乘客亦必須確認交通工具上緊
急出口的位置和了解使用救生衣的方
法。同時，乘客需要提升心理質素，
盡量保持鎮靜，這有助逃生。

抵埗後的注意事項
 員工抵達目的地後，無論在工

作或工餘時間，時刻都要保持警
覺，慎防意外發生。

適應新環境
 員工獲派到外地工作，身心

容易因緊張、焦慮及壓力而受到
影響，加上時差和要面對陌生的環
境、人和事，均容易導致身心出現
不同程度的變化，例如水土不服、
失眠、心情煩燥及疲倦等。抵埗
後，應多與當地同事或客戶溝通，
盡快適應新環境。

食物及交通安全
 員工須注意食物及食水清潔，

並應了解當地的交通安排，留意汽
車的行駛方向是否與香港相反。在
不熟悉的道路狀況和交通規則下，
使用道路時要加倍小心。

消防安全
 在新的工作及住宿環境下應提

高火警安全意識，例如清楚走火通
道及滅火用品的擺放位置，並遵守
當地所有的防火守則。

工作安全
 在外地工作時，員工若需要駕

駛或使用一些較少接觸的機器，使
用前應了解其正確的操作方法，確
保機器性能良好及遵守相關之使用
守則。至於在處理危險品時，則要
加強安全措施，以策安全。雖然公
幹時各項工作往往會編排緊逼，但
員工仍要貫徹執行安全程序。

治安及意外事故
 小心存放和處理財物，避免隨

身攜帶大量現金，時刻謹記財不可
露眼並以信用卡代替。如果不幸遇
上意外，無論是遺失證件、失竊、
打劫、遇襲或因天災人為事故而受
傷，都應保持冷靜，走到安全地方
並與公司及家人聯絡。倘若受傷應
立即到就近醫院求診。如有需要，
可向所屬國家駐當地大使館或領事
館求助。

 員工到外地工幹時或會感到孤
單，但切勿為了貪圖新鮮感而光顧
一些不法場所，結交可疑的陌生人
士或單獨到偏遠地區探秘；相反，
員工要盡量保持有規律的生活，起
居作息定時，避免煙酒過多或應酬
以致精神和身體出現毛病。

回程中的注意事項
 回程時的安全健康事宜，和出

發時的措施也大致相同，但員工仍
需提高警覺，切勿掉以輕心。

結語
 回港後若出現發熱、腹瀉或嘔

吐等病徵，應及早求醫並告知醫生
自己曾經到訪的地區。總括而言，
員工在外地工作時應更加注意個人
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以防發生意外。

其他健康問題
 飛機艙內的環境可能令乘客感

覺不適，而對患病中的乘客影響尤
其為大。需到外地公幹的員工應防
範於未然。
咳嗽： 機艙中的敏感原、乾燥空

氣、煙、臭氧等都會令乘客
咳嗽情況惡化。利用手帕掩
著鼻子呼吸或佩戴口罩，可
以減少咳嗽。

脫水： 機艙中空氣的濕度比正常低
約 10% 至 20%，乾燥的空氣
會使口腔、喉嚨、眼睛和皮
膚乾澀。可考慮食用喉糖，
塗潤膚劑等，至於配戴隱形
眼鏡的人士可多滴眼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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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工傷後生活質素研究 (一)

背景
 根據勞工處的統計數字，香港每年約

有幾萬宗職業傷亡意外個案。單在 2015
年本港便發生了 35,852 宗職業傷亡意
外，當中 177 宗為死亡個案。以一年 365
天計算，平均每天約有 98 名僱員受工
傷。

 不少研究指出，工人受傷後即使經過
治療，他們的生理和心理的狀況都會比一
般僱員差。傷後健康狀況下降可能是由於
活動能力減低、體力下降或生理功能受損
等，最終影響他們工作的能力。有外國學
者以焦點小組訪問的形式，探討工傷對工
人生活的影響，發現受傷工人因為不能像
受傷之前般工作，他們的幸福感比受傷前
有所下降。此外，他們普遍對自己遭受工
傷感到自卑和內疚，這種感覺影響了他們
與家人、朋友、工友和其他人的關係，導
致他們容易出現心理壓力甚至抑鬱，對生
活帶來負面影響而降低了生活質素。目前
有關生活質素的研究大多針對在臨床實踐
對病情和治療的比較和評估。然而，針對
受傷僱員生活質素作系統性分析的研究卻

僱員工傷後生活
質素研究(一)

生理健康

社會關係

環境

心理健康

很少。為了解受傷僱員的生活質素和工傷
對他們的影響，職安局對僱員工傷後生活
質素進行研究及比對分析，為加強職業安
全及健康的宣傳，預防職業意外的發生提
供重要的科學數據支持。

  《綠十字》將會分兩期為大家介紹
研究結果，本期會先報告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統計分析及受訪者背景資料，
而下期將會逐一剖析影響受傷僱員生活
質素的不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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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生活質素

（Q u a l i t y  o f  L i f e , Q O L ）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
文化及價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及
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其中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
康、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及環境六大方面
（WHOQOL Group, 1995）。WHO 認為真正的生活
質素應反映個人的行為、狀態、能力以及其對這些項
目的滿意或不滿意程度的整體評價，而並非僅量度身
體功能方面的表現。作為一個多維概念，WHO 建議
生活質素應該包括生理、心理、社會及個人信念，因
為這些範疇能反映跨文化的普世價值。WHO 同時指
出，生活質素必須考慮個人對這些範疇的正面和負面
認知。此外，生活質素量表需具備文化敏感度，才能
解決語言及文化上的顯著差異。

  「生理健康」範疇由7條題目所組成，主要量度
受傷僱員在「日常生活活動」、「對藥物及醫療的依
賴」、「活力及疲倦」、「活動能力」、「疼痛及不適」、
「睡眠及休息」及「工作能力」七個方面的自我評價
與感受，反映工傷對他們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影響。
「心理健康」範疇包括8條題目，主要量度受傷僱員對
「身體形象及外表」、「負面感覺」、「正面感覺」、「自
尊」、「靈性/宗教/個人信念」、「思考、學習、記憶及
集中注意力」、「飲食」及「感覺被尊重」八個方面
的自我評分，了解他們的內心感受，從而評估他們在
工傷後的心理健康狀況。其中「飲食」和「感覺被尊
重」為香港版問卷加入的本地題目。「社會關係」範疇
包括3條題目，主要量度受傷僱員的「個人關係」、「社
會支持」及「性生活」三個方面，反映出他們在工傷
後對身邊朋友支持及人際關係的滿意程度。「環境」
範疇包括8條題目，量度受傷僱員的「財務資源」
、「自由、身體安全及保障」、「健康及社會照顧」、「
家居環境」、「取得新資訊及技能的機會」、「參與娛樂
及休閒活動的機會」、「物理環境」及「交通」八個方
面，反映他們對日常生活周邊環境設施及醫療交通的
滿意程度。最後，我們利用兩條整體性問題來量度受
傷僱員對自己生活質素及健康狀況的綜合性評價。因
此，我們透過四個範疇、28條題目來對受傷僱員的生
活質素進行全面性的分析。

社會關係

環境

生活質素量表
 為了建立一個超越疾病率或死亡率的健康測量指

標，並促進跨文化的測量工作。WHO 根據此定義而
發展出「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WHOQOL-100），其中
包括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
環境及靈性／宗教／個人信念等六個層面共 100 題
（分為 24 個方面），但 WHOQOL-100 題目過多，
不適用於有時間性及實用性的臨床試驗或流行病學
調查，因此 WHO 於 1998 年發展出簡明版的生活質
素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WHOQOL-BREF），並精簡為四個範疇：(一)、生理
健康（Physical Health Domain）；(二)、心理健康
（Psychological Domain）；(三)、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 Domain）； (四)、環境（Environment 
Domain）。WHOQOL-BREF 包含 26 條題目，這些題
目從 WHOQOL-100 的 24 個方面的每一方面，依照心
理計量的分析結果而各選出一條題目，並且額外挑選
出兩條分別與整體生活質素及一般健康相關的題目，
因此問卷共有 26 題。WHOQOL-BREF 的內部一致
性、項目與整體關係、區分效度、結構效度已通過驗
證，證明 WHOQOL-BREF 是一個具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跨文化生活質素評估工具。依照 WHO 的規定，香港版
問卷除了採用全球共通的 WHOQOL-BREF 的 26 條題
目外，另加 2 條本地題目。



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一）、收集受傷僱員

的個人和職業資料，以及他們病假的情況和對工傷和
復康計劃的看法；（二）、以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質素
量表，量度受傷僱員及一般僱員的生活質素指數並進
行比較；（三）、分析影響受傷僱員生活質素的因素；
（四）、探討工傷意外與生活質素的潛在關係；及
（五）、提出改善受傷僱員生活質素及加強職安健宣傳的
建議。

研究方法

受訪者與抽樣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了橫斷設計，分別對受傷僱員和一
般僱員（非受傷）這兩個群組進行了調查，並比較
他們在生活質素上的差異。研究於 2015 年 6 至 8 月期
間進行，分別採用了面談形式訪問了受傷僱員和以隨
機電話抽樣的形式訪問了一般僱員。在是次調查中，
一般僱員被定義為過往一年當中未曾因工作而引致受
傷的僱員。而受傷對象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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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的各行業受傷僱員。

  我們一共收集了 3,215 份問卷，包括 2,620 份為因
工受傷僱員的問卷和 595 份一般僱員問卷。在受傷僱員的
調查中，總訪問人數為 3,275，回應率為 80%。而一般僱
員的電話訪問中，撇除無效／錯誤號碼及不合資格的受
訪者，調查人員共聯絡了 1,222 名合資格受訪者，我們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訪問了這些受訪者，當中 595 人成功
接受訪問，比率為 48.7%。另外，為了進一步驗證電話
抽樣訪問的可靠性，隨機抽樣的 71 位曾接受電話訪問
的一般僱員在三至五星期後再次獲邀請參與相同的
電話訪問。

問卷設計
 根據不同的受訪群組（受傷僱員及一般僱員），

研究採用了兩類不同問卷。兩類問卷同樣分成兩部
分：第一部分是背景資料，第二部分為 WHOQOL-
BREF（HK）的 28 條問題。第一部分包括性別、年
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就業情況、工作類型以及
工作年資。在受傷僱員的問卷之中，另有額外的問題
包括受傷情況、病假日數、受傷前後的工作情況及參
與任何職業復康計劃的情況。另外，受傷僱員需自我
評估是次工傷對家人構成的壓力程度。而一般僱員需
自我評估，家人因工受傷會對自己構成的壓力程度。

  第二部分採用了 WHOQOL-BREF 香港簡明版（即
WHOQOL-BREF（HK））來測量受訪者的生活質素。受
訪者需以 1 至 5 分（Likert Scale）回答所有問題。問
卷採用 5 分尺度來衝量，1 表示完全不能／從來沒有／
完全沒有／極不滿意，5 則表示完全能／一直都能／
極有／極滿意。有研究發現，以訪談或自填式回答 
WHOQOL-BREF 所得的結果幾乎是一樣的，兩種方式
均可用於生活質素的調研。是次研究中，我們採用了
前者的訪問方式，即訪問者透過面對面訪談或電話訪
問的型式，將每條問題清晰地告知受訪者，然後受訪
者按照他們的個人感受對每條問題作出評分。

統計分析

資料整理及描述性分析

 我們利用社會科學統計分析軟體（IBM-SPSS）
來整理和分析所有收集所得的數據。平均值、標準
差、百分比及頻率等描述數據會用來形容不同因素如
何影響不同受訪者的生活質素指數。所得的生活質素
結果以獨立 t 檢驗（Independent t-test）、變異數分
析（ANOVA）或多元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進行統計分析。所有數據檢測
的機率顯著性定於 p < 0.05。

問卷
3,215份2,620

595

因工受傷僱員

一般僱員

僱員工傷後生活質素研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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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受訪者背景資料

  受訪者中男性有五成多，而女性則有四成多，受傷
及一般僱員的男女比例相似。此比例大致與政府統計處
的就業人數比例相若，現時本港男性就業者超過五成，
而女性就業者則有四成多（政府統計處，2015a），反
映樣本具代表性。在年齡方面，兩組受訪者亦很相似，51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較多（34.7%），31 至 40 歲及 41
至 50 歲的年齡組別，則約各佔兩成多（22.18% 及
25.26%），而 30 歲或以下者則不足兩成。大部分受訪
者已婚（61.26%），未婚約佔三成，而離婚或分居則不
足 10%。而在教育程度方面，受訪者以中學程度為主
（51.59%），除中學程度外，在受傷僱員中亦有不少
人只有小學或以下程度學歷（25.35%）；一般僱員則有
接近四成人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反映受訪的受傷僱員
教育程度較一般僱員為低（表一）。 

覆測信度分析

  為確保數據的可靠性，我們對調查所得的數據進行了
組內相關係數可靠性分析，結果顯示整體生活健康質素分
數為 0.63，而其他範疇的分數分別是生理健康（範疇 1）
分數為 0.61；心理健康（範疇 2）分數為 0.58；社會關係
（範疇 3）分數為 0.65；而環境（範疇 4）分數為 0.73。這
些分數屬於中等至良好，而各個範疇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數分別是生理健康（範疇 1）為 0.81；心理健康（範疇
2）為 0.80；社會關係（範疇 3）為 0.69；環境（範疇 4）
為 0.72。這表示每個範疇中的問題都能展現出其一致性。

生活質素的計算

 受訪者的生活質素表現在整體生活健康質素、生理健
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及環境各個範疇。每個範疇的總
分會按 WHOQOL 的指引轉換成相對應的分數來作比較。
運算時，所有負面題目的分數會先經過轉換再計算，整體
生活質素及健康狀況的分數範圍是 2-10 分，而其它每個範
疇經轉換後的分數範圍是 4-20 分。分數越高，代表生活質
素越佳。

表一: 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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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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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訪的受傷僱員中，他們的平均病假為 118
天，最少為 3 天而最多為 1,095 天，而出現次數最
多的病假日數為 30 天。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本港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為 14,800 港元，若以此數
字作粗略推算，平均每名受傷工友之工傷病假約引
致 58,213 港元（14,800/30*118）損失，最高可達
540,200 港元（14,800/30*1,095）。是次受訪的受
傷僱員（2,620人）的病假平均可引致過億港元損失
（14,800/30*118*2620=152,518,933），結果反映工
傷引致的損失不容忽視。

 由於受傷僱員與一般僱員的背景資料分佈接近，
而且與香港就業人數的分佈比例相約，我們接下來會
對兩組受訪者的生活質數分數進行比較，並分析影響
受傷僱員生活質素差異的主要原因。（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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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整體而言受訪者主要來自 50 人或以下的
中小企或 300 人或以上的大型企業，分別約有四成；
大部份受訪者為全職僱員（62.62%），主要從事公共
行政、教育及健康服務（18.27%）、運輸、倉庫、
郵政及速遞服務（17.52%）、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15.00%），少數受訪者來自製造業（4.26%）和
資訊及通訊業（2.21%）等（表二）。與政府統計處
的數字比較，受訪者來自各行業的比例亦與統計數字
大致相若（政府統計處，2015a）。仔細分析發現，
比起一般僱員，有較多受傷僱員來自運輸、倉庫、郵
政及速遞服務（19.92% vs. 6.91%）、住宿及膳食服
務（15.99% vs. 7.08%）。大部份受訪者為前線員工
（72.37%），其次為管理人員（10.79%），而他們絕
大部份擁有10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68.06%）。

 概括而言，兩組受訪者（受傷僱員和一般僱員）
雖然在教育程度和部份行業的比例有些差別，但他們
大部份的背景資料都很相似，例如男女比例、年齡、
婚姻狀況、公司規模、就業情況、工作年資的分佈
等。因此，這兩組數據是可以進行比較的。在考慮工
傷對生活質素的影響時，我們亦會控制兩組受訪者的
背景因素，以減低這些背景因素對分析結果的干擾。

  為進一步了解受傷僱員的背景狀況，我們在是次
研究中亦收集了關於他們的工傷時間、康復情況、有否
參加職業復康計劃、自覺工傷對家人帶來的壓力及病假
日數。工傷時間方面，我們發現九成九的受傷僱員都
是在 2013 至 2015 年間受傷，當中以 2015 年的數目
最多（68.45%）。關於康復的情況，大約四成的受傷
僱員需要密切治療、三成八左右在康復當中、而有約
兩成一是已經康復的。在職業復康計劃的認知和參與方
面，我們發現只有約兩成二（21.76%）受傷僱員的公
司有提供職業復康計劃，約一成（10.23%）的受傷僱
員有聽過勞工處及保險界合辦的「自願復康計劃」及
約百分之六（5.88%）曾參加職業復康計劃。在參加了
復康計劃的 153 名受傷僱員當中，約六成七（67.13%）
是經公司安排參與計劃。當中，超過六成（63.64%）
現在仍然參加計劃及超過五成六同意（48.28%）或非
常同意（8.28%）復康計劃能夠有效幫助他們重返工作
崗位。他們大部分都認為復康計劃應該是自願參與的
（76.39%）。至於工傷對家庭帶來壓力方面，接近六成
二的一般僱員認為家人受傷為他們帶的壓力是適中至非
常大。在受傷僱員方面，接近四成認為自己為家庭帶來
頗大（17.36%）或非常大的壓力（22.16%）。

17.36%
壓力頗大

22.16%
壓力非常大

近四成受傷僱員認
為是次工傷會為家
人帶來很大壓力

表二: 受訪者的行業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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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工傷後生活質素研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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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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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允基教授、伍耀華（香港理工大學屋宇設備工程學系消防工程研究中心）

  製冷劑在機械、空調及製冷設備和系統中的廣泛應
用，迄今已有四代 [1-4]。第一代製冷劑包括碳氫類、
氨和二氧化碳；第二代製冷劑包括氯氟烴（CFCs）
和氫氯氟烴（HCFCs）。它們具有高效、不燃且無
毒的特點，被廣泛使用。20 世紀 80 年代，CFCs 和 
HCFCs 被發現會破壞平流層的臭氧；20世紀90年代
起，業界開始淘汰 CFCs 和 HCFCs，取而代之的是
第三代製冷劑：氫氟碳化物（HFCs）。氫氟碳化合物
的臭氧耗損潛能（ODP）為零；然而，當排放到大氣
中時，他們有顯著的溫室效應（GWP）。國際上對全
球氣候變暖的關注，刺激了人們對第四代低 GWP 製
冷劑的興趣 [5]，如氫氟碳化物（HFCs）、氫氟烯烴
（HFOs）和碳氫化合物（HCs），它們都是可燃的。

 鑒於大部份低 GWP 的可用製冷劑都有一定的可燃
性，在 2013 年，發生在本港馬鞍山一間酒樓的清潔製冷
劑爆炸事件 [6]，給市民敲響了警鐘 [7]，必須對清潔
製冷劑引發的火災及爆炸危險開展研究 [7]，從而制定
合理的消防安全管理措施，來減少及應對可能發生的
火災和爆炸事故。

為了滿足零臭氧消耗和降低全球變暖潛能的要求，空調和製冷系統開始採用清潔製
冷劑。然而，許多清潔製冷劑如烴類製冷劑含有易燃成份丙烷。如果在受限空間內
發生洩漏，與點火源接觸有機會引發爆炸，2013年本港馬鞍山的酒樓爆炸是一個例
子。要防止使用清潔製冷劑的事故發生，有關部門、工程師和維修承包商應協同讓
業主、客戶、技術人員注意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ACR)系統中製冷劑
可引發的火災和爆炸。本文就環保雪種隱藏的火災爆炸危機作一簡略探討。

 業界曾致力於尋找滿足零 ODP、低 GWP、低毒和
不燃的製冷劑。然而，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很難滿足
不燃的標準 [8]。

 含有液化石油氣（LPG）的清潔製冷劑具有一
定的危險性。LPG 是由爆炸範圍介於2.15% 和 9.6%
的烷烴組成[9]。含有丙烷的環保清潔製冷劑是易
燃的，丙烷的閃點低至零下104℃，爆炸極限也低至 
2.4%。爆炸產生的壓力超過 2kPa 時，能將建築物的
玻璃震碎以及令居民窒息或中毒 [10]。

採用烴類清潔製冷劑時，應注意避免下列事項：

·ACR 系統發生洩漏，可燃蒸發烴與周圍的火源接觸
（例如燈具、火花點火器）；

·工作人員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及使用不當；及
·標明製冷劑可燃性的標籤已遺失或模糊不清，導致相

關人等如消防人員、維修人員及火災調查人員等，沒
有注意到存在易燃製冷劑而採取了不當措施。

環保清潔製冷劑隱藏的火災及爆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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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當地的火災爆炸風險處理能力，以及市民對安全的
認識及文化水平，有些國家還未批准使用這些含有丙烷或
其它易燃烴類的清潔製冷劑 [11]。另外，應密切關注將現有
使用非易燃製冷劑的系統，改造成使用易燃清潔製冷劑的情
形。即使預算有限，也不能將現有的 ACR 系統簡單替換為易
燃的清潔製冷。

 不應忽視業主、消費者和工人的安全。當易燃環保清潔
製冷劑在新建或現有 ACR 系統中使用時，如果忽視或不顧這
些存在的安全風險，是有關部門、專業人員、工程師和維修
承包商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針對這個問題，作者先前已經概括提出各方應當考
慮 投 入 更 多 資 源 ， 以 採 取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 F i re S a f e t y 
Management, FSM）措施 [4,7]。

 專業人員，工程師和承包商在設計和安裝 ACR 設備及系
統時，應遵循相關標準，並特別注意最小房間的體積、地板
下空間、地下最大充注量、大型系統的位置、機械室、通風
規定、製冷劑檢測、火源、標記和操作指南等 [12]。

風扇排氣

A 利用風扇低處進氣，高處排氣

圖一：四種常見的通風模式

C 高處利用風扇排氣，低處自然進氣

B 利用風扇高處進氣，低處排氣

D 低處風扇排氣，高處自然進氣

風扇排氣 自然進氣

風扇
排氣自然進氣

空調系統

氣體濃度低於
最小爆炸極限

利用風扇進氣

利用風扇進氣

風扇
排氣

丙烷比空氣重,容易積聚在此,氣體濃
度可能高於最小爆炸極限,引起爆炸

丙烷比空氣重,氣體濃度容易
積聚到高於最小爆炸極限

氣體濃度低於
最小爆炸極限

參考文獻

1. Philip C.H. Yu and W.K. Chow, “Zero-ODP impact on building
sustainability”, Proceedings of SASBE 2006 - 2nd CIB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an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s, 15-17 
November 2006, Shanghai, China, pp. 302-309.

2. Y.W. Ng and W.K. Chow, “Fire hazards of refrigerants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15th International Refriger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Conference at Purdue, 14-17 July 2014, West Lafayette, 
IN, USA, Paper No. 2421, 8 pages.

3. Yiu-wah Alexander Ng and Wan-ki Chow, “Use of clean refrigerants 
and their potential fire hazards in Hong Kong”, ASME-ATI-UIT 2015 
Conference on Thermal Energy Systems: Production, Storage, 
Ut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17-20 May, 2015, Napoli, Italy.

4. Y.W. Ng and W.K. Chow, “Fire safety precautions for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equipment/systems 
us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refrigerants”,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Green Energy Conference, May 24-27, 2015, Taichung, 
Taiwan, Paper No. IGEC-2015-1447.

5. Building Technology Office, “Research & Development Roadmap 
for Next-Generation Low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Refrigerant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pp. 9 & 39, 2014.

6. The Sun, “Explosion and damaging effect of Refrigerants under heat”, 
Hong Kong, 2013.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110/00407_003.
html [Accessed: 13 January 2015].

7. W.K. Chow, “Any explosion risk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refrigerants?”,
Invited talk, Chemical Safety Seminar organized b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22 
March 2016.

8. Japan Refriger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Risk
assessment of lower flammable refrigerants”, JRAIA News, Vol. 11-03, 
2012.  

9. Canadian Property Management, “Flammable refrigerants demand 
caution”, Canada, 2013.  

10. I.L. Maclaine-cross and E. Leonardi, “Performance and safety of 
LPG refrigerants”, pp. 10, 1994.

11. Refrigerant Compliance Software, “EPA warns against use of R-22
refrigerant substitutes”, EPA, U.S.A., 2013.

12.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Industry Board,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hydrocarbon refrigerants in static refriger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Surrey, UK, pp. 14-23, 2001.

13. W.K. Chow, “A study on explosion hazards of clean refrigerant
propane leaking from air-conditioning units in small commercial flats”,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epartment of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4-2017.

14. GexCon AS, FLACS v9.0 User’s Manual, Bergen, Norway,
2009.

 通風系統是一個重要因素，四種如圖一常見
的設計，對於洩漏的可燃氣體會有不同的空氣混
合效果，直接影響燃點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務必
注意通氣系統的設計。

  至於安裝和維修方面，文獻上提到的措施
要特別注意 [2-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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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仍還沒有能夠滿足零 ODP、低 GWP、低毒性
和不燃所有要求的新型製冷劑。可燃清潔製冷劑，無
論對環境的影響，還是功率效率兩方面都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然而，含有丙烷的清潔製冷劑（或混合物中
含有丙烷）高度易燃，在發生洩漏時，有可能被引燃而
發生爆炸。早前發生在馬鞍山一間酒樓的清潔製冷劑爆炸
事件 [6]，已清晰地顯示危機所在並已敲響警鐘 [7] ，絕
對不能忽視。

  政府研究資助局 [13] 資助的有關專案正在開展。
本文作者利用計算流體動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對氣體濃度進行預測，研究一個
小型商業公寓內洩漏的丙烷製冷劑而引發的爆炸，包
括如圖一所示的四種常見的通風模式，請注意特別在
1b 及 1d 的場景下，丙烷容易積聚到高於最小爆炸極
限。由於爆炸現象複雜，將通過一些簡化假設來開展
初步研究。我們已經用 CFD 模型 Flame Acceleration 
Simulator（FLACS）[14] 對火災燃燒過程進行了分
析，並在圖二所示的小室模型開展實驗，來研究丙烷
洩漏誘發的爆炸場景。

  當前所用的滅火設施不能在短時間內抑制或迅速減
緩爆炸。因此有必要研究化學抑制劑能否用來抑制爆
炸，或至少可延緩爆炸進程。我們亦會定量研究氮氣、
二氧化碳、細水霧和化學乾粉等四種典型滅火劑的抑爆
性能，並在圖三所示的大型爆炸實驗管道中開展實驗研
究，對爆燃現象的一般模式以及丙烷和空氣不同混合比
時爆燃的差異進行研究，並對不同抑爆效果進行比較。

  許多現有 ACR 系統內的製冷劑 [1] 對環境不友好，
含有丙烷的清潔製冷劑，無論在環境影響還是功率效率
方面都具有吸引力。但是這些含有高度易燃丙烷（或含
有丙烷混合物）的清潔製冷劑，一旦發生洩漏 [2-4] 則
有可能被引燃發生爆炸。 

  使用這些含有丙烷的低 GWP 製冷劑，都會對業
主、消費者、技術人員和技工構成潛在的安全隱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該由有關部門、專業人士、工
程師和承包商共同努力，讓公眾瞭解使用清潔製冷劑
產生的火災及爆炸隱患，並採取足夠的消防安全管理
（FSM）防範措施，包括加強對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培
訓，以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 [7]。

  本研究受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專案名
稱為「小型商業公寓內空調設備清潔製冷劑洩漏爆
炸危險性研究」（PolyU 152034/14E），專案編號 
B-Q42U。

圖三：爆炸實驗管道

A 佈局

B 四種通風設計

圖二：鋼製小室實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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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手提水氣掣
   資助計劃」

電力工作

推出全新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銅紫荊星
章，太平紳士致辭指出，風雨季節的來臨令
工友們在進行電力工作時的觸電風險相應增
加。職安局及勞工處為提升業界對電力工作
安全的意識，首次推出了「中小企手提水氣
掣資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的中小企購買符
合安全標準的手提水氣掣。這種新型手提水
氣掣不但輕便及易於攜帶，而且具有更高規
格及符合相關國際標準，適合室內及戶外不
同工作環境的使用，加強工友使用電力工具
時的安全保障。他期望透過為中小企提供多
元化及針對性的職安健資助計劃，幫助及鼓
勵業界於工作間落實推行工作安全措施。

建造業及裝修維修業涉及電力工作的嚴重意

外時有發生，在過去五年(即2011年至2015

年)，建造業發生涉及「觸電」的工業意外

共有53宗，當中更包括了14宗死亡個案，

情況令人關注。為提高業界對電力工作風險

的警覺性， 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勞工

處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及建造業界於 2016 年 

5 月 6 日合辦了「電力工作安全研討會」，

提醒業界電力工作的潛在危險，以及探討提

升電力工作的安全措施；同時宣布推出一項

嶄新資助計劃，鼓勵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購買合規格的手提電流式漏電斷路器（俗稱

「手提水氣掣」）。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太平紳士在致辭時表示，在建造業
包括裝修維修業，經常需要使用電力設備進行工作。不當
使用電力設備會導致觸電、火警或爆炸，令工人嚴重或永
久傷殘，甚至死亡。唐處長指出為遏止建造業的電力工作
意外，在去年處方與機電工程署進行聯合執法行動中，共
發出了三十三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以及提出三十宗檢
控。在宣傳推廣方面，處方會在每宗嚴重意外發生後迅
速發放「職安警示」，提醒業界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避
免悲劇重演。其他相關活動還包括在公共巴士及電台播放
宣傳短片和聲帶、舉辦電力安全講座及研討會、透過機電
業商會及工會向業界發放工作安全的信息等。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太平紳士呼籲業界參加資助計劃，
選用符合安全規格的「手提水氣掣」。

作安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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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亦展出資助計劃認
可的「手提水氣掣」及
其他相關電力工作安全
設備。

 為使業界能具體了解電力工作的潛在危險，勞工處高級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鄭寬先生及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專業課程導師陳錦勤先生分別向參加者分析多個真實意外個
案，並指出大部分個案均因為工友輕視或忽視工作潛在危害
而發生。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安全委員會委員趙志明先生，
則跟與會人士分享了承辦商在電力工作安全風險管理所扮
演的角色。趙先生強調承辦商有責任讓工友認識有關電力工
作的危害所在，施工前必須找合資格人士進行風險評估，確
認可能存在的風險，並制定相關的安全控制措施。至於機電
工程署機電工程師武智宏先生則集中討論「地下電纜附近工
作」的安全須知，並就相關法例進行簡單而清晰的講解。

 職安局高級顧問許家友先生在簡介「中小企手提水氣
掣資助計劃」時指出，是次資助計劃推出的「手提水氣
掣」同時適用於室內及戶外工作環境，是一種電源隔離設
備，有自動切斷電流功能，當電工具漏電時能夠發揮防護
作用，保障工人免受電擊傷害。

 資助計劃對象是從事建造業、裝修維修業和機電工程
業的中小型企業。每間合資格的中小企可獲發一次性面值
港幣 450 元的換領通知書，企業憑通知書換購「手提水氣
掣」，只需自行支付港幣 100 元的產品售價差額，補貼額
高達八成。他希望是次資助計劃能夠發揮「種子作用」，
先由中小企廣泛使用，最後可令大企業為相關部門進行大
量採購，從而令「手提水氣掣」成為業界不可或缺的電力
工作安全裝備。

 研討會當日吸引超過 400 位業內人士參加，同場更展
出資助計劃認可的「手提水氣掣」並進行示範，其他安全
設備包括「上鎖及掛牌」亦有展出，讓參加者進一步認識
不同安全設備的用途。會場另設有攤位供參加者即場報名
申請各項中小企資助計劃，反應相當踴躍。

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f/SME_PRCD_scheme_
enrolment.pdf

有關中小企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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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勞工組織將每年的 4 月 28 日定為「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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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
合辦第八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共接獲 480 位員工參賽，並於 4 月 28 日舉行頒獎禮。

第八屆全港傑出
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禮

五一勞動節暨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
經過各方多年來攜手推動職安健文化，令致職業傷亡個案由 2006 年的
46,937 宗，下降至 2015 年的 35,852 宗，跌幅為 23.6 %，職安健表現持
續改善，令人欣喜，但同時亦不能掉以輕心。人力資源不單是香港經濟
賴以成功的基石，更是社會最珍貴的資產。每一宗工傷事故，不單僱員受
傷，僱主以至整個社會都要付出代價。

 今年的「第八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當中有四位金獎得
主來自不同行業，但有共同的目標，就是積極推廣職安健發展，預防意
外發生。

 獲得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金獎的張健忠先生在瑞安承建有限公司的
新蒲崗地盤擔任機房大偈，日常工作主要是水電及機械維修。「忠哥」自
言結婚前並不太注重工作安全，心態上更是「不怕死」，步出天秤也不佩
帶安全帶，但自從知道太太每天都會為他的安全憂心，他便開始明白，為
了家人，他必須要做妥所有安全措施才工作。

  機構／企業組管工金獎得主鄭仲強先生，在
廣華醫院擔任一級職業治療師，同時，他亦是該
院職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成員，負責人體功效學
的諮詢。他對推廣職安健充滿熱誠，又感謝不同
崗位的同事對他的支持，透過大家共同合作，才
製作出各樣發明。這些小發明，深受不同部門的
同事歡迎，同時，能有效地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
問題。

忠哥分享:「以前目睹有工友因沒有戴安全帽，被從
高處下墮的木方擊斃身亡後，自此一踏入工地時，
一定會戴上安全帽保護自己。」

鄭仲強先生創作不同小發明幫助

同事，他直言:「雖然要付出時
間，但卻感到無比滿足。」職安小發明：鄭先生在止血

帶上加上手抽，有助減少員
工因不斷重覆同樣動作，引
致手指勞損。

五一勞動節暨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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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機構／企業組管理層金獎得主是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
園的校長，馮佩珊女士。馮校長眼中，推動職安健就是關愛校內的教師、
學生及職工，讓他們有安全健康的工作及學習環境。此外，校長為了有效
推廣職安健，經常與老師和家長溝通合作，改善學校的工作設備以及提供
安全健康的教育課程。

 至於工會組金獎則由香港工會聯合會的潘偉傑先
生奪得，潘先生的工作主要負處理一些工傷個案的經
濟援助，在處理個案時，他發現導致工傷意外的原
因，主要是工友一時貪快，忽略職安健，加上他自己
也經歷過工傷，明白工傷對個人及家人的影響，故
此，他希望可以透過加強推廣職安健，預防工傷意
外，幫助更多家庭。

馮校長為學生及老師提供不同高度的椅子，

希望他們有健康的學習及工作環境

潘偉傑先生對家人愛護有加，他希望更多人注意職安健，

愛護自己，愛護家庭。
金獎得獎者
分享片段: 

張
健
忠
先
生

潘
偉
傑
先
生

鄭
仲
強
先
生

馮
佩
珊
女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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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安全知識 
及早認知齊得益

天津危險品倉庫爆炸、台灣粉塵爆炸以及慈雲
山車房爆炸等，導致多人傷亡的意外，令大

眾更關注化學品安全。化學品的正確儲
存、使用、員工培訓及風險管理等都

是工作場所正確處理化學品
的關鍵所在。

  職業安全健康局屬下的化學品安全及健康諮詢委
員會於2016年3月22日舉行「化學品安全研討會」，請
來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分享化學品安全知識。在研討
會開始前，大會以「化學品安全漫畫設計比賽 2015」
頒獎禮揭開序幕，貫徹職安健文化應從小培養，的確
別具意義！小學組冠軍由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黃靖
琪同學奪得，除了分享得獎感受之外，黃同學更分享
了作品的設計靈感。「能夠獲得冠軍很有成功感。這
次創作的靈感來自最近看過的一個廣告，廣告主角將
化學品混合使用，因而發生意外，造成悲
劇。而中學組方面，就由慕光英文
書院的楊凱霖、許雅珊及曾秀
珠同學組成的團隊奪得冠
軍，除了設計靈感外，
她們也不忘分享創作漫
畫遇到的困難。「漫
畫的靈感主要來自一
個幻想的橋段－死
神 來 到 病 床 前 要
奪 去 一 個 病 人 的
性 命 ， 提 醒 大 家
要 注 意 化 學 品 安
全 。 最 後 在 公 開
組 組 別 ， 則 由 謝
潔 冰 女 士 奪 得 冠
軍，本身喜歡創作
水彩畫的她也分 享
了 今 次 創 作 漫 畫 的
心得。

「我希望用開心的方式分
享化學品安全信息，所以

作品的題材比較生動，
以有趣對白及輕鬆手法
帶出主題。」

  頒獎禮後，化學
品安全研討會正式開
始，如化學品安全及

健 康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郭富超博士致辭所說：

「化學品雖然為生活帶來
方便，但若果處理不善，則

帶來的破壞，不單影響自身
安全健康，更會影響他人的安

危，而化學品的使用範圍及用途
愈見廣泛，所以我們必需在各個範疇

溫故知新。」

  研討會請來勞工處高級化驗師唐偉方先生、消防
處危險品課署理消防區長黃景文先生、機電工程署氣
體標準分部王磊工程師以及香港理工大學建築科學及
消防工程講座教授周允基教授講解安全要點，講者在
不同的化學品範疇有透徹的研究，亦藉此機會深入淺
出講解化學品爆炸意外的成因，同時亦分析儲存、使
用及處理化學品的安全要點。

化學品安全研討會

中學組冠軍慕光英文書院

公開組冠軍謝潔冰女士

小學組冠、亞、季軍得獎者

子女獲獎家人一同出席支持

  四個講題後，嘉賓講者在答問環節
與在場愈三百多位參加者互動交流，解
答參加者的即場提問，相信經過今次化
學品安全研討會後，大家對於化學品安
全都有更深入的了解。天災無法避免，
人禍卻可以防止，及早認識化學品安全
知識，健康生活齊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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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Power全起動
職安健電腦桌布
設計比賽頒獎禮

 職業安全健康局每年均會舉辦「青少年工作安全推廣活動」，讓青少
年在踏足社會前，認識職安健知識，培養安全文化。今年再度與香港電
台 Teen Power 合作，舉辦「職安 Power 全起動 15/16 — 職安健電腦桌
布設計比賽」，透過為電腦桌布設計平面圖案，鼓勵學生及青少年發揮
創意，將職安健元素融入設計之中。
比賽設有小學組及中學組，每組均設
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另設網上最
受歡迎設計獎，頒獎禮已於 2016 年 3
月 20 日在九龍廣播道香港電台一號錄
音室舉行，當日更邀請到「職安健大
使」Super Girls 及 Supper Moments
擔任頒獎及表演嘉賓。

觀眾踴躍參與問答遊戲。

職安Power全起動職安健電腦桌布設計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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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登入以下網址瀏覽更多得獎作品：
http://teenpower1.rthk.hk/teenspecial/ospower15_16/result.html

 小學組冠軍鄭可情同學就讀港
大同學會小學，她的參賽作品提倡
工作要與生活平衡，上班時努力工
作，下班後亦要多做運動，保持身
心健康。她在設計兩旁繪畫了六款
生動有趣的人型圖像，全部為不同
的伸展動作招式，提醒市民大眾要
不時舒展筋骨避免勞損。

 中學組冠軍楊健歡同學就讀香
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他的設計具
有中國傳統民間農曆新年時用作裝
飾的門神畫報味道。門神在中國後
世民間已逐漸由驅邪延伸為招福，
門神亦由嚴厲威武的武將演變為和
藹可親的文官，而楊同學更別出心
裁，將建築工人繪畫成門神形象，
並且在兩旁以從右至左的方式，寫
上「注意高處工作安全」，「正確
處理體力操作」，充滿中國傳統文
化氣息。

  「職安 Power 全起動 15/16 — 職安健電腦桌布
設計比賽」設有網上最受歡迎設計獎，由網民以Like
投選最喜愛的作品。小學組得主為就讀北角官立小學
的盧諾恆同學，他希望藉著今次機會令在危險地點
工作的工友注意安全，並選用比較顯眼的藍色作為標
題，而 SAFE 一詞則採用紅色，中間的安全帽是用以
提醒地盤工友要緊記佩戴，預防意外發生。中學組得
主為就讀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的劉求鋒同學，他在
構圖上採用蜘蛛俠為主要角色以吸引觀眾視覺，並以
蜘蛛俠拯救正在墜下的工人畫面，強調職業安全的重
要性。

網上最受歡迎設計獎。

小學組冠軍。

中學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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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暑
炎熱天氣下

每年香港夏天都非常炎熱和潮濕，加上全球暖化，
香港夏季氣温近年都有上升的趨勢。香港天文台會於

天氣酷熱時發出酷熱天氣警告，2015 年共發出 28 次之
多，而最高氣溫更曾高達攝氏 36.3 度，而平均濕度則為

80 %。在如此酷熱和濕度高的環境下工作，無論是室內或
室外（例如倉庫、碼頭、地盤、貨櫃場、廚房和洗衣房等），

若沒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員工很容易因為酷熱天氣而中暑，
危害身體健康。

中暑的種類 成因 症狀

熱暈厥 高 溫 會 導 致 皮 膚 表 面 血 管 擴
張，使供應大腦及身體各部份
的血液減少，引致暈厥。

•暈眩
•皮膚濕冷
•脈搏減弱

熱痙攣 在勞動時大量出汗亦會消耗體內鹽
份，若只補充水份便會引致熱痙攣。

•肌肉抽搐疼痛，可持續 1 至3 分鐘

熱衰竭 由於大量出汗及嚴重脫水，引
致身體流失大量水份及鹽份，
影響心臟及血管功能。

•非常口渴、疲倦、四肢乏力
•噁心、頭痛
•暈眩或短暫神智不清

中暑高熱 長時間處身酷熱環境之中，會
令體內的熱量不斷累積，引起
中樞神經系統內負責控制體溫
的功能失調。

• 有別於其他中暑種類，患者
會逐漸減少或甚至停止出
汗、皮膚變得乾燥、炙熱

• 脈搏急速及微弱、呼吸亦逐
漸加快

•皮膚濕冷、面色蒼白
•脈搏急速及微弱

• 暈眩、神智混亂甚至
不醒人事

• 亦可能發生痙攣
• 體溫可高達攝氏41度

中暑成因
 中暑是由於體內產生過多的熱力，無法藉著毛孔

擴張、排汗來幫助散熱，令體溫不斷上升。引致中暑
的成因有多項因素，包括工作環境、工序性質及個人
因素等。
工作環境

 工作地點的溫度、濕度及受太陽直接照射、空氣
不流通或太接近熱源（例如發熱的機械設備或煮食爐
具）等，都容易造成高溫、高濕度和空氣滯留等不良
情況，直接增加員工中暑的風險。
工序性質

 在炎熱的天氣下進行大量體力勞動工作，會令員
工體溫快速上升及身體流失大量水份及鹽份。如長時
間曝曬於猛烈陽光之下，又欠缺休息和補充失去的水
份及鹽份，都會增加中暑的機會。

個人因素
 各員工身體狀況都有所不同，對酷熱工作環境都

有不同的適應能力，如初次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員
工，會因身體未能適應而更容易中暑。員工所穿的衣
服物料如妨礙空氣流通及汗水揮發，甚至是深色和緊
身，都會影響員工身體散熱的效果。

中暑的徵狀
 人的體溫一般維持於攝氏 36 至 38 度之間。在酷

熱環境下，身體機能會自動調節以達致降溫，例如毛
孔擴張、增加排汗和呼吸次數。但當環境溫度過高，
生理調節不足以有效控制體溫時，便會出現不同程度
的中暑情況。

職場健康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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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暑熱壓力風險評估
 要有效預防中暑，僱主或負責人應就工作地點進

行熱壓力評估，並根據評估的結果採取有效的預防措
施，詳情可參考勞工處於 2009 年出版的「預防工作
時中暑的風險評估」的小冊子。小冊子當中附有熱壓
力評估表格，列出評估工作地點的中暑風險時應考慮
的多項相關因素，例如工作地點的溫度、濕度、熱幅
射、空氣流動、工人的工作量、衣物及適應情況等。

預防措施
  僱主或負責人應按照風險評估程序，制訂在酷熱天
氣下須採取的安全措施。一般預防中暑的措施如下：

一、消除或替代危害

  避免在烈日當空下工作，儘可能在工作地點架設
臨時上蓋以遮擋陽光的直接照射。

二、實施工程控制措施

  採用適當的通風系統，例如手提風扇或吹風機
等，增加工作地點空氣流通；

  隔離工作地點的高溫設施，例如發熱的機械或將
熱源集中在抽氣系統下方，令熱氣流自通風口排出，
避免在工作間積聚和擴散；及

  提供手推車等適當的機械輔助工具，減輕員工因
處理操作所消耗的體力。

三、採用個人保護裝備
  在不影響工作安全的情況下，員工應穿著淺色、
輕巧、鬆身、透氣的衣服，但要留意防止過寬的衣服
有機會被機器轉動部分纏繞；

  員工應戴上闊邊帽遮擋陽光，以避免面部及頸背
部份被陽光曬傷；

  在建築地盤內應戴上淺色安全帽；及

  使用清涼降溫的用品，例如冷凍衣、清涼背心、
清涼巾，令員工感覺涼快。

四、實施行政控制措施
  提供足夠的清涼飲用水（例如設置流動飲水站），
讓員工隨時飲用，並鼓勵他們多喝水或其他補充體力
的飲料，以補充因流汗而失去的水份及鹽份；

 增加休息時間及次數，安排員工輪流在陰涼的地
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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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對於初次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人，
應在開始時為他們安排較輕鬆的工作量或較短的工作
時間，然後逐漸增加，有助他們適應；

  酷熱環境下須多注意員工的身體狀況，並特別留
意員工因酷熱而引致不適的報告；

  留意天氣報告。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紫外線指
數偏高或天氣潮濕時，應加強控制措施，例如儘可能
重新編排工作時間表，儘量安排工作於日間較清涼的
時間及較陰涼的地方進行；及

  僱主或負責人應確保員工有足夠的訓練，認識中
暑的徵狀、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行動。

總結
 炎炎夏日，酷熱的工作環境對員工構成的職業健

康危害絕對不容忽視。僱主或負責人應盡其責任，透
過完善的工作制度及有效的管理，來保障員工在酷熱
環境下的健康；與此同時，員工亦要遵從僱
主或負責人提供的指引，多加留意天氣及
自己的身體狀況，做足預防中暑措施，
以減少意外及中暑的機會，既能協
助僱主或負責人提升工作效率和
生產力，務求安全工作，平安
回家。

中暑急救處理方法
 若發現任何人有中暑

徵狀，應立即通知僱主或
負責人，即時為患者提供
適當的急救處理。

應該：
• 若患者身處戶外，先將

患者移到有遮蔭、陰涼
通風的地方；

• 儘快降低患者的體溫，例如用冷水或濕毛巾為患者
抹身，讓水份揮發協助身體散熱；

• 開啟風扇或冷氣以增加空氣流通量及調節室內溫度；
• 如患者仍然清醒，可給予患者含鹽份飲料飲用，以

補充其失去的水份及鹽份；
• 如患者情況未有好轉或清醒，甚至已失去知覺，應

將患者置於復原臥式，保持氣道暢通，並致電999
儘快送院治理；及

• 在等候救援期間，替患者脫去外衣及其它束縛物，
並搧涼以減低體溫。

不應該：
• 使用酒精為患者抹身降溫；及
• 在未回復完全清醒時讓患者飲食。

綠十字第26卷3期36

職場健康頻道



電子

中子

質子

圖一：原子的結構

細說輻射
 每當提起輻射一詞，很多人會聯想到對人體有害

的核輻射，那些原子彈、氫彈等，仿佛與我們日常生
活扯不上關係。然而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跟輻射打
交道，因為大部份輻射都源自天然環境，籠罩著整個
地球，例如可見光線。

 輻射大致可以分為非電離輻射及電離輻射兩類（圖二）。非電離輻射的能量較低，不足以改變物質的化學性
質。相反，電離輻射有足夠的能量使原子中的電子遊離而產生帶電離子。這個電離過程通常會引致生物組織產生
化學變化，因而對生物構成傷害。

職安健科學

輻射對人體所產生的相對危害性
 接觸電離輻射和非電離輻射均有機會對人體產生

危害，不同的放射性物質對身體也會帶來不同的影
響。例如屬電離輻射的放射性物質一旦透過吸入或食
入等途徑進入人體，所引起的危害只能通過放射性物
質的自然衰變或人體自然排泄而逐步減少。當中一些
放射性核素對某些人體組織或器官較為親和，並選擇
性地沉積在這些組織或器官中，所以會帶來更大的內
照射傷害。例如，碘﹙放射出β粒子及γ射線﹚及鍶
﹙放射出β粒子﹚分別傾向於沉積在甲狀腺和骨中，
而鈈﹙放射出α粒子﹚主要累積在骨及肝臟裡。

  而非電離輻射包括低能量的電磁輻射，當中包括有
紫外線、可見光線、紅外線、微波及無線電波等。它們
的能量不高，只會令物質內的粒子震動引致溫度上升。

 輻射主要由原子釋放出來，世上所有物質都是由細小的原子組成，而每粒原子均有一個被電子包圍著的原子
核，該原子核由中子及質子組成（圖一）。當中大部分原子的原子核都是穩定的，但有些原子核卻是不穩定的。
這些不穩定的原子核具有放射性，它會釋放出粒子或電磁波，令其回復至穩定的狀態，這個過程稱為衰變。這些
具有放射性的原子核稱為放射性核素，而放出的粒子和電磁波則統稱為輻射。

而事實上非電離輻射在我們的生活中已被廣泛應用，例
如我們煮食用的微波爐及通訊用的無線電波等。非電離
輻射的能量使人體裡的水分子相互磨擦，令體溫增加，
有機會給體內器官帶來損害。非電離輻射也可能干擾人
體本身的弱電磁場，刺激神經和肌肉。雖然非電離輻射
的能量較低，但過量的非電離輻射仍會對健康帶來影
響，如長時間暴露於紫外線會令皮膚曬傷。

  輻射有兩大來源，分別是天然輻射和人工輻射
(圖三)。天然輻射包括來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線及存在
於食物、空氣及居住環境的天然放射性物質等。人工
輻射則多用於醫學、發電、工業及農業等。量度輻射
劑量的單位是希沃特(Sv)，而一毫希沃特(毫希)(mSv)
等於一千分之一希沃特。

電子環繞原子核
運行的軌道

宇宙射線 γ射線 X-射線 紫外線 可見光 紅外線 微波 無線電波

電離輻射 非電離輻射
圖二：電磁能譜

職安健科學－細說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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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飛行800小時的空勤人員
平均一年內接受到的輻射劑量

食物 / 飲料

由地面釋出
的氡氣

建築物 / 土壤

由香港至北美洲
的飛行旅程

每年的天然
本底輻射

放射性行業
從業員每年
的劑量限值

電腦斷層掃描的
平均有效劑量

市民每年的劑量限值
（醫療照射除外）

腹腔照射x光一次的平均有效劑量

乳腺造影的平均
有效劑量

胸肺照射x光一次的平均有效劑量

有效劑量(毫希)

5

2.4

0.08

20

6.6

1.0

0.6

0.13

0.05

0.1

1

10

0.01

宇宙輻射

天然輻射

人工輻射

圖3) 日常生活中的輻射

 輻射對人體的影響
視乎輻射的強度、接觸
時間的長短及受影響身
體細胞的種類而定。需
於在有輻射環境下工作
的人士，可採取合適的
防護措施將其危害減至
最低。最基本的防護，
可透過減少與輻射接觸
的時間及增加與輻射來
源的距離，來減少所受
的劑量。鑑於不同種類
輻射的穿透力強弱有別 (
圖4)，設置遮擋及使用有
效的個人防護裝備，亦
可阻擋輻射或降低輻射
強度，減少身體所受的
劑量。

參考資料： 
1. 認識輻射，衞生署放射衞生部
2. 認識輻射，香港天文台
3. 輻射與核安全—大亞灣應變

計劃

 吸收劑量是用來量度電離輻射與物質相互作用
時，單位質量物質吸收輻射能量多少的一個物理量。
在正常情況下，吸收劑量愈大，危害亦愈大。「有效
劑量」及「當量劑量」是評價產生生物效應的危險時
常用的劑量學量。當人體受到電離輻射照射時，同一
個「當量劑量」對不同器官或組織有不同的效應。
《輻射條例》（香港法例第 303 章）內列明應用於從
事與輻射有關的工作人員之有效劑量及當量劑量的吸
收上限(表1)。有效劑量等於吸收劑量乘輻射權重因
子，它代表不同種類輻射 (α，β，γ)的傷害性，再
乘組織權重因子，它代表人體器官或組織對輻射引起
的生物效應的不同敏感程度，也代表了受到電離輻射
照射的個人的總傷害。而輻射對人體的影響除了與吸
收劑量有密切關係外，還與電離輻射的種類及其能量
有關。當量劑量是所吸收的輻射劑量乘以權重因子，
可反映該輻射對生物造成損害的影響，用於量度不同
種類及能量的輻射，對人體個別組織或器官造成影響
的一個物理量。

表一：香港法例規定的輻射劑量限值

(1) 對有生育能力的婦女的腹部而言，在任何連續三個月的相隔期間
中，劑量限值為 5 毫希。對懷孕婦女而言，在婦女的懷孕期間，
胎兒受到照射的劑量限值為 1 毫希。

(2) 任何皮膚面積(每一平方厘米的平均數)。

 劑量限值 

應用於     從事與輻射有關的工作人員  公眾

全身有效劑量  每年20毫希(1)          每年1 毫希

 年當量劑量

眼睛的晶狀體  150毫希     ─

皮膚(2)        500毫希        ─

手足           500毫希       ─

圖4) 電離輻射的穿透力

α粒子 Alpha

β粒子 Beta

γ

紙 鋁片 厚水泥

射線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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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安委會整頓密集型工業建築物的消防安全

新加坡九月舉行職安健國際會議

澳洲舉辦優秀設計比賽 有助構建良好工作間

英國舉行有關皮膚暴露於工作及其他環境的化學品會議

 吸取近年密集型工業建築物的火災事故教訓，避免重大火災事故發生，國務院安委會自 
2014 年 12 月起開始整頓全國密集型工業建築物的消防安全。在整頓期間，全國的密集型工業建
築物未有發生重大的火災死亡事故。當中得到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及推行有效措施，例加強組織
協調和統籌，持續進行執法及檢查，並清楚訂明責任。同時，找出所需整理的範圍，訂立清晰整
理安排及安全標準，嚴懲違法行為，強化源頭整理等等的安排。

  今年 8 月 24 至 25 日，新加坡工場安全及健康局將舉辦兩年一度的職安健會議，提供一
個聚集當地及海外專才的平台，分享及交流最新的職安健資訊和發展。今年的主題是「全面
的職安健 我們未來的工作場所」。會議將探討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的風險管理，從而提升工
作地點的職安健水平。

 澳洲於今年4月舉辦了優秀設計大獎活動，透過活動鼓勵創新設計及展示不同行業的良好
設計實例。合辦單位澳洲工作安全協會（Work Safe Australia）認為良好的產品及工作環境設
計，將有效提升工作健康和安全意識；協會亦於 2015 年推出有關良好的工作間設計原則的手
冊，內容包含 10 項工作間設計原則，介紹如何實踐良好工作環境及流程設計，讓僱主可作參
考之用。

 英國將於今年 9 月 19 至 21 日舉行有關預防皮膚暴露於工作及其他環境中化學品的會議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al Exposure of Skin Chemicals），將會邀請專家分享相關資訊，
收集近年來自不同地方的最新發展和實際做法，並透過是次平台，讓更多人認識預防皮膚暴
露於有害環境，以避免化學品對身體的危害。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ites/swa/news/pages/tn30032016

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ites/SWA/about/Publications/Documents/922/

good-work-design-handbook.pdf

有關活動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osha.europa.eu/en/oshevents/occupational-and-environmental-exposure-skin-chemicals-oeesc-conference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976/2016/0411/268156/content_268156.htm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singaporewshconference.sg/about.php#conference

N33°N33o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39GREEN CROSS VOL.26 NO.3



職安焦點

文職及專業服務業之「伸展運動工作坊」
  文職人員日常最少有三份一時間在辦公室工作，
長期久坐操控，加上坐姿不良，容易引致肌肉疲勞和疼
痛，工作效率亦會因而降低。有見及此，職業安全健康
局屬下的文職及專業服務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舉辦「伸
展運動工作坊」，希望鼓勵僱主僱員進行適量的伸展運
動，除了可舒緩疲勞及減少肌肉疼痛外，亦可改善身體
的柔軟度，從而減少受傷的機會。工作坊於 7 月 29 日
及 8 月 5 日晚上於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演講廳
三舉行。

有興趣人士，請瀏覽局網頁
www.oshc.org.hk 的最新消息。

中小型企業手提水氣掣資助計劃
 電力是我們工作及日常生活上必需的動力能源。

與其他的工作危害有所不同的是，電力的危害並不容
易察覺。在電力工具狀況不佳、欠缺保養或不良作業
的情況下，可導致電力工具漏電，令使用者觸電，造
成意外，甚至導致人命傷亡。為提升業界（包括：建造
業、裝修維修業及機電業）的電力工作安全，勞工處
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推出「中小型企業手提水氣掣資助
計劃」，為合資格的中小企提供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
手提水氣掣的部份資助，以減少員工因使用電力工具
而引致的意外。

有關計劃的申請表格，請瀏覽以下網址： 
www.oshc.org.hk 的最新消息。

建造業 —職安健漫畫（第十二至二十期）
 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勞工處特別製作了一系列以

建造業職安健為主題的漫畫，利用輕鬆的手法帶出職
業安全的重要性。今期所推出的漫畫主題包括：密閉
空間安全、假期前後工作安全、隧道工作安全、吊運
工作安全、電力安全、防火安全、工作場所整理、高
處工作安全及預防中暑等等。

歡迎各界人士下載並瀏覽以下網址：
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
RMAA_Comic_12-20.pdf

公開講座 ─ 
工作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公開講座

  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對人類的健康和舒適生活有着
重要的影響。相反，惡劣的室內空氣可以導致身體不適
甚至影響健康，更會引致高缺勤率及影響生產效率。職
業安全健康局將於今年 7 月 26 日舉辦公開講座，邀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環境管理部高級顧問周錦文先生講解
工作場所常見的室內空氣污染物及有關改善室內空氣質
素的方法。歡迎報名參加。講座地點為九龍尖沙咀東部
科學館道二號科學館演講廳。

有興趣人士歡迎傳真至 2151 7438 
或電郵至 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公開講座 ─ 
戶外工作的熱壓力評估及酷熱環境工作
對健康的危害公開講座

 香港夏天既炎熱又潮濕，長時間在戶外進行大量
體力勞動的工人，如果沒有採取適當的預防和保護措
施，工作時會面臨較大的中暑風險。職業安全健康局
將於今年 7 月 12 日舉辦公開講座，並邀請勞工處職業
環境衛生師關仲天先生及職業健康護士講解在酷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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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地點為九龍尖沙咀
東部科學館道二號科學館演講廳。

有興趣人士歡迎以傳真 2151 7438 
或電郵至 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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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
被拖入平熨機
受困致死

1. 平熨機由兩部份組成：入料位置有一個旋轉傳動滾
輪、輸送帶(以棉質布製成)和金屬底板；而熨衣部
份有蒸汽加熱的壓延滾筒。輸送帶由底板支撐着並
由旋轉傳動滾輪推動，傳送已洗淨的桌布到壓延滾
筒。

2. 旋轉傳動滾輪在入料位置的前方，離地約 1 米，而
底板在旋轉傳動滾輪的後方約 100 毫米。旋轉傳動
滾輪在完全沒有防護設置下，以每分鐘約 40 轉的速
度旋轉，因它的位置和高度導致在附近工作的工友
易於踫到。

3. 旋轉傳動滾輪和底板之間的縫隙並沒加設任何護
罩，旋轉傳動滾輪和輸送帶底部之間的轉入夾口，
亦同樣沒有設置任何護罩。這些轉入夾口對於附近
沒有把長髮束起和身穿寬鬆衣物的工友，構成嚴重
的危害。

4. 管理層沒有找出危害並採取足夠步驟，以消除平熨
機在操作時的風險。

5. 管理層沒有為死者及相關工友提供任何使用平熨機
的安全訓練。監督者亦沒有注意到死者在操作機器
時的長髮和服飾。

6. 沒有為洗衣房制定適當的緊急程序和應變方案。

7. 工作場所內完全沒有張貼警告告示，提醒工人有關
操作機器時的潛在危害。

8. 事發時死者蓄有長髮而且戴著圍巾，而她的工作位
置的天花板上安裝了四部電風扇。死者的長髮和圍
巾可能因隨電風扇產生的氣流而飄動，結果被上文
提及的沒有設置護罩的轉入夾口纏着。

     事故概要 

 一名巴基斯坦籍女工（下稱死者）在洗衣房操作平
熨機（下稱機器）時，身體被拖入機器的旋轉傳動滾輪
和底板之間的縫隙，結果傷重不治。

     事發情況

1. 事發前，死者與一名工友合力把已洗淨的桌布放入平
熨機。當時他們站在機器入料位置的正前方。

2. 當死者的工友彎腰從地上拿起桌布時，突然聽到死者
慘叫一聲，當時死者的長髮和圍巾正被機器的旋轉傳
動滾輪和輸送帶纏着。

3. 工友試圖將死者從入料位置拉出來，但不成功。於是
她衝前啟動位於第一個壓延滾筒前的觸覺式護罩，試
圖令機器停止運作。可是死者的上半身已經被拖進旋轉
傳動滾輪和底板之間的縫隙，結果身受重傷引致死亡。

調查結果

A WORKER WAS DRAGGED 
AND TRAPPED TO DEATH BY 
A FLATWORK IRONER
勞工處  LABOUR DEPARTMENT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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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意外措施建議

1. 平熨機的危險部份必須有效防護着，包括旋轉傳動滾
輪及旋轉傳動滾輪與輸送帶之間的轉入夾口。

2. 必須為使用和操作平熨機設置及維持安全的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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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並實施安全守則，禁止任何頭髮過長或穿著
不合適衣物的工人使用和 操作平熨機。

(c) 於機器附近張貼警告告示，提醒工人使用和操
作平熨機時的危險。

(d) 制定並實施緊急程序和應變方案，以應付所有
在使用和操作平熨機時出現的緊急和危機情況。

(e) 確保工人熟悉所有緊急程序，彼能在緊急情況
下及時以適當的方式應對。

(f) 應為使用和操作平熨機的工人提供適當和足夠
的安全訓練、指導、資料和監督。

       Incident

 While a Pakistani female worker (the deceased) was attending 

a flatwork ironer (the machine) in a laundry, her body was dragged 

into the gap between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and the bedplate of the 

machine, and sustained a fatal injury eventually.   

       Circumstances

1. Prior to the accident, the deceased worked with a co-worker to

feed washed tablecloths into a flatwork ironer. They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feeding section of the machine.

2. When a co-worker of the deceased’s stooped to fetch a tablecloth

from the ground, she heard a scream from the deceased with her

long hair and scarf being entangled by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and 

the feedbands of the machine.

3. The co-worker attempted to pull the deceased out of the feeding

section but in vain.  She then rushed to activate the trip guard in

front of the first calendaring drum to stop the machine. However,

the deceased’s upper body had already been dragged into the gap

between the drive roller and the bedplate of the machine, resulting 

in the fatal injury of the deceased.

      相關法例

1. 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第 4(1)
條I應呈報工場的東主應確保應呈報工場內的機械
或工業裝置危險部件須按照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
的防護及操作）規例第 5 條的規定並按該條所訂定
的方式加以有效防護。

2.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2)(a) 條I工業經營的東
主，應確保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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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健康的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3.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2)(c) 條I工業經營的東
主，應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在
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
的所有的人健康及工作安全。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flatwork ironer consisted of two sections, the feeding section 

assembled with a revolving drive roller, feedbands (made of cotton 

fabric) and a metal bedplate whilst the ironing section assembled 

with steam-heated calendaring drums.  Washed tablecloth would 

be conveyed to the calendaring drum by the feedband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a bedplate and driven by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2.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installed in front of the feeding section

was about 1m above floor and the bedplate was at a distance of

about 100 mm behind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With the drive

roller was totally unguarded and revolved at a speed of about

40 revolutions per minute, it was therefore easily accessible by

workers working nearby by nature of its position and height.

平熨機的危險部份必須有
效防護着，包括旋轉傳動
滾輪及旋轉傳動滾輪與輸
送帶之間的轉入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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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gap between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and the bedplate was

not fitted with any guard.  Also, the in-running nips formed between 

the drive roller and the underneath portion of feedbands were not

fitted with any guard.  These in-running nips would pose a grave

hazard to workers having long hair and loose clothing hanging in

the air in the vicinity.

4. Management failed to identify the hazards and take adequate steps 

to avert the risk inherent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flatwork ironer.

5. Management failed to provide the deceased and workers involved

with any safety training in the use of the flatwork ironer. The

supervisor also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 deceased’s long hair and

dressing while operating the machine.

6. No proper emergency procedures and contingency plan were

formulated or implemented in the laundry.

7. Warning notice for the purpose of alerting workers of the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 was totally absent in

the workplace.

8. The deceased kept long hair and wore a scarf at time of accident.

There were four electric fans mounted on the ceiling above

the working position. The deceased’s long hair and scarf might

be fluttering in the air current created by the fans and then got

entanglement by the aforesaid in-running nips which were totally

unguarded.

       Prevention Recommended

1. The dangerous parts namely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and the in-

running nips between the revolving drive roller and the feedbands

of the flatwork ironer shall be effectively guarded.

2. A safe system of work in respect of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flatwork ironers sha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he system of

work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To conduct risk assessment to identify all potential hazards.

(b)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safety rules for prohibiting any

long hair workers or workers wearing improper dress code 

engaging in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flatwork ironers. 

(c) To display warning notices in the vicinity to alert workers 

of dangers arising from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flatwork 

ironers. 

(d)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emergency procedures and 

contingency plan to cater for all emergency and crisis 

situations arising from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the flatwork 

ironers. 

(e) To ensure workers to be conversant with all emergency 

procedures and could respond in timely and appropriate 

manner in case of emergency.

(f) Suitable and adequate safety training,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and supervis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workers who engaged 

in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flatwork ironers. 

         Applicable legislation

1.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Guarding and Operation

of Machinery) Regulations, Regulation 4(1) – The proprietor of

a notifiable workplace should ensure that a dangerous part of

machinery or plant in a notifiable workplace shall be effectively

guarded in accordance with and in the manner provided by

regulation 5 of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Guarding and

Operation of Machinery) Regulations.

2.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Section 6A(2)(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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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Section 6A(2)(c)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ould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as is necessary to 

ensu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safety rules for prohibiting any 
long hair workers or workers 
wearing improper dress code 
engaging in the use and 
operation of flatwork ir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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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吊機 切勿急躁 海事處

概要
 去年某個傍晚，一艘內河貨船在油麻地錨地進行

中流作業，其間該貨船上的一名大副在走避吊運中的
貨櫃時，被壓著背部導致重傷，被送往醫院後於同日
證實死亡。

事發詳情
 事發當日，內河貨船駛離屯門內河碼頭，約傍晚

時份，到達油麻地錨地，以右舷靠泊另一艘躉船的右
舷，隨即利用躉船上的吊機裝卸貨櫃，預算把躉船艙
內的貨櫃吊運到內河貨船艙內。當開始把第一個 40 呎

圖一 事發現場

長貨櫃吊運到內河貨船艙內第一排第三行第一層的位置
時，該名大副已站在第二排第二行第二層的貨櫃頂上，
面向吊運中的貨櫃，預備發信號給吊機操作員，指示他
擺放該 40 呎櫃的位置。有關船員所處的位置，可見
圖一所描述的事發現場。

  事發初時，40 呎櫃被吊運至內河貨船偏近左舷的
上空，但突然掉頭改變方向，移往大副所處的位置約
有兩米的高度。大副為逃避迫近的 40 呎櫃，立刻走
向第二排第三行第二層的貨櫃右邊角位，準備爬落船
旁甲板躲避。當時他的上身仍然俯伏在貨櫃頂，而 40
呎櫃也在同一時間由第二排第二行第二層貨櫃頂的上
空，斜降至第三行第二層貨櫃頂壓向他的背部。

吊運躉船

生
活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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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公
室

內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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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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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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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駕
駛
室

左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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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行 第1層2 0呎貨櫃

第2行 第2層2 0呎貨櫃

第3行 第2層2 0呎貨櫃

1層4 0呎貨櫃

吊運中的40呎櫃

內河貨船業務員

逃走方向

吊運方向

大副(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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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議
 工程負責人員有責任做好風險評估，並應採取合

理的措施，以確保船員不會在吊運中的貨櫃下開展工
作，直到貨櫃被妥善放好在安全位置之上。

 參與中流作業的人員應遠離吊運中的貨櫃，並與
它移動的路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切勿進入「死
角」位置，如在懸吊的貨櫃與固定的貨櫃、其他物件
或艙口邊界之間的狹小空間等，使自己難以逃生。

  吊機操作員應時刻確保掛鈎員在他的視線範圍之
內，如果被吊運中的貨櫃遮擋，必須立即停止吊機操
作，並使用擴音器呼喚直到掛鈎員再次出現。切勿在
吊運區域屬危險帶的範圍內急於降低貨櫃，令掛鈎員
的安全受到威脅。

適用法例
  第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45 條《禁止
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工程負責人不得在對不必要
的意外風險或不必要的身體傷害風險防備不足的情況
下，或以對上述風險防備不足的方式，進行或安排進
行任何工程。

  第 548I 章《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24 條
《受僱人須在工作過程中照顧他人並須與工程督導員合
作》受僱人在工作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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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45A 條《工作
守則》就船上貨櫃處理發出的有關工作守則均可在以
下海事處網頁下載：

  掛鈎員看見大副被 40 呎櫃壓倒後，聽到在躉船
上的內河貨船業務員大聲呼叫，並打手勢給吊機操作
員，叫他升起 40 呎櫃。當 40 呎櫃再次被吊起後，大
副隨即倒下右舷船旁甲板上的通道。掛鈎員立刻從左
舷走到大副的位置提供協助，發覺他已沒有生命跡象
和口邊滲血，及後被送往醫院並證實死亡。

意外分析
  該 40 呎櫃將要擺放的位置是內河貨船艙內的第一
排第三行第一層，大副理應站在內河貨船左舷等待躉
船的吊桿下降，並確保鬆開鋼絲纜索後，才可安全上
前解除吊鈎。事實上，他選擇先站在第二排第二行第
二層貨櫃頂，而站在這位置爬落 40 呎櫃解除吊鈎實不
容易。顯然他攀上貨櫃頂，目的是協助發放信號給躉
船，指示吊機操作員擺放 40 呎櫃的正確位置。

www.mardep.gov.hk/hk/pub_services/ocean/miss_cop548.html

www.mardep.gov.hk/sc/pub_services/ocean/miss_cop548.html

 現場環境及當晚天氣報告顯示，第二排第二及三
行貨櫃是內河貨船艙內的最高位置，而意外發生時光
線充足，吹微風海面平靜無浪。按環境證據推定，雖
然躉船上已推疊了多層的貨櫃，但是在吊機操作員吊
運 40 呎櫃之前，他應可清晰地看見該位置上面的大部
份情況。可惜的是，吊機操作員在未確定該位置上面
是否有人的情況下，便迅速將 40 呎櫃吊運過去。由於
40 呎櫃有一定的體積，並受它所覆蓋角度的影響，遮
擋了大副所處的位置。

  此事故當中，吊機操作員因操之過急及警覺性不
足，更沒有先看清楚現場環境情況，便把 40 呎櫃吊運
至內河貨船上空，加上吊運速度太快及高度過低，錯
把 40 呎櫃壓向大副，最終造成是次意外。

意外
發生
位置

吊運躉船

內河貨船

駕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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