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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安居樂業
 
  建造業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基石，為香港帶來大量
就業機會，現時有效註冊建造業工人人數超過 44 萬
人，作為香港龐大的勞動人口，其職安健實在不容忽
視。針對業內常見的意外成因，我們不時刊載專題技
術文章，以提高業界僱主僱員的認識。我們今期會有
專文「吊運安全工作要訣」闡釋進行吊運工作時要採
取的安全措施。亦有就如何執行「良好工作場所整
理 — 預防物料墮下」提供貼士。

  雖然相較其他行業的意外比率仍然偏高，但香港
建造業每千人意外率持續有所下降。但今年上半年，
建造業意外死亡數字偏高。說明我們絕不能鬆懈，對
安全隱患掉以輕心。職安局、勞工處及建造業議會多
年來與各持份者努力改善業界安全水平，並培養本地
安全文化，而「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就是
每年建造業推廣活動的重點項目。

  今期《綠十字》除了報道分享會暨頒獎典禮盛
況，更加設獨立文章，與讀者一同回顧各大獎項得主
值得借鑒和參考的重點。例如是今屆「最佳施工方
案」金獎得主之一 —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的「M+視覺
文化博物館 — 鋼鐵工程」— 於設計階段活用建築信
息模型（BIM）提高施工方案的質素，又製作3D模型
協助制訂工程複雜部份的施工方案。文章內有更多值
得建造業界參考的各項創新意念、發明及操作，煩請
細閱。

  此外，如果你在不久將來會為家居抑或居住的大
廈籌劃裝修／維修工程，就絕對不能錯過今期刊登的
「裝修維修安全關你事」講座之「安全篇」及「法
律篇」。「安全篇」分享業戶在選擇承建商進行裝修
維修工程時，特別是涉及外牆高處工作的一些重要貼
士；而「法律篇」則講解裝修維修時業主或佔用人的
法律責任 — 兩篇均以問答形式並引用案例輔助解釋各
項細節，內容深入淺出，既實用又「貼地」。

  安居樂業，簡單四個字，卻是每個人對生活的
最基本希望，尤其以「安」字為先；常言道，「安
全第一」，特別對建造業從業員來說，只有安全，
才能安居。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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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新一屆成員
Member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for the new term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7年8月18日刊登憲報委任新一
屆的職安局成員。職安局成員來自僱主、僱員、專業人
士、學術團體及政府代表。新一屆成員的組成及其專業範
疇，充分顯示政府對社會發展趨勢的前瞻，反映社會對職
安健服務的期望。在新一屆成員的領導下，職安局將更積
極面對新挑戰，向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提高本港的職業
安全健康水平。

局方衷心感謝前主席和成員多年來的支持指導，提供嶄新
意念構思，鼓勵開拓了廣受社會和業界歡迎的職安健項
目，成功促進培養香港的職安健文化。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by publication 
in Gazette on 18 August 2017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Members of the OSHC 
comprise employers, employees,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The new composi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demonstrate the Government’s visions, and reflect the community 
needs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Under their leadership, the Council is 
committed to take on new challenges and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 to the public 
for promoting a highe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 in Hong Kong.

We sincerely thank past Chairman and Members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s which turned innovative ideas into popular programs, and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fostering OSH culture in Hong Kong all these years.



隨著本地多項大型基建陸續施工，加上多項翻新重建計劃開始實行，香港建造業發
展愈見蓬勃。縱使每千人意外率已經有所下降，但相較其他行業，建造業意外傷亡
後果仍然嚴重。要確保工友安全，每天開心上班，平安回家，職業安全健康局多年
來與各持份者致力改善業界安全水平，透過合辦「建造業安全推廣活動」，培養本
地安全文化。

分享會安排伸展運
動環節，鼓勵大家
養成定時進行伸展運
動，舒展筋骨的習慣

Hong Kong’s construction industry grew prosperous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the major 
infrastructure in phases, in addition to the start of various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injury rate per 1,000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recent years, yet construction is 
still a high-risk industry with comparatively high severit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safeguard the 
safety-at-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rough 
co-organising “Construction Safety Promotional 
Campaign”, the OSHC strives to promote safety 
culture in the territory.

The forum arranges a 
stretching session to help 
the attendants developing 
regular stretching habit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太平紳士為
「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2017」致辭。

Dr Law Chi-Kwong, GBS, JP, the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speaks 
at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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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業安全大獎」是每年建造業推廣活動的重點項目，來到今年已是第18屆，
共接獲367個參賽項目，競逐七個獎項，足見業界對推動工地安全的決心，而「建造
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已於早前順利舉行。大獎不僅是嘉許各機構及人員在推行
職安健方面所獲得的傑出成就，更重要是讓業界工友們聚首一堂分享寶貴經驗，共同
創建更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獲獎固然開心，但能夠分享有用經驗，讓更多工友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下工作
才是大家樂見的成果。「職安健模範竹棚工」金獎得主樂森棚業的潘理鏗在分享心得
時指工作安全應由細節做起：「我們從事高處工作，時刻都要特別小心，只要是一個
細節出錯，就足以危及自己、工友甚至是附近途人的安全。所以注意安全工作程序的
各項細節並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是必需的。而公司也十分重視我們的安全裝備，除添
置符合安全標準的安全鞋外，亦為我們更換合規格並配備Y型帽帶的安全帽，讓我們
工作時更安心。」

工作安全由細節做起
Attention to Detail is the Key

   “Construction Safety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is the key 
program of the annual “Construction Safety Promotional Campaign”. The 
18th annual event received a total of 367 entries competing in 7 award 
categories. The finalists presented and shared their practic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Forum. All the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 recognise 
the organisations and employee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OSH. 

  Poon Li-hang of Lok Sum Scaffolding Ltd, Gold Award winner of 
“Outstanding Bamboo Scaffolder in OSH”, shared his views about attention 
to details, “We should be cautious at any time when working at height. We 
would put ourselves, the co-workers or even the pedestrians in danger, if just 
one single detail goes wrong. So, it’s a must to pay attention to every single 
detail of the working procedure. The company takes our safety equipment 
seriously by providing safety shoes conforming to safety standard and safety 
helmets equipped with Y-type chin straps, which makes us feel safe at work.” 

  Poon offered his tips on using and maintaining safety equipment in 
the right way, “You must check the safety shoes and helmet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them. You should also clean the equipment up and store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 afterwards.” He also urged all fellow workers to implement 
the safe working procedure correctly – no knocking on a safety helmet – the 
internal structure would be destroyed. And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workers to 
remind each other the safe working procedures to keep everybody safe at work. Display of safety equipment at the venue - approved 

safety helmet with Y-type chin strap, light-duty working 
platform and portable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會場內展出認可的安全帽連Y型帽帶、輕便工作台、
手提水氣掣等安全設備。

  當問及他有甚麼安全小貼士可以提醒各位工友，他就表
示安全裝備再好，也要學懂正確使用方式及注意保養才能發
揮最大功用：「使用安全鞋與安全帽前和後也需要檢查、使
用後要進行清潔及儲存在適當地方。」他亦叮囑工友要在工
場中確切執行安全工作程序，切匆以敲打方式檢查安全帽，
因為這樣可能會破壞其內部之安全結構，而工友們之間互相
提點也很重要，可以確保大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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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得獎名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
太平紳士出席了其就任後第一個推廣職
業安全及健康活動－「建造業安全分享
會暨頒獎典禮2017」，並期望與業界
攜手為建造業締造一個更安全健康的工
作環境。

  今年的獎項尚包括「最佳預防工作時中暑計劃」、「最佳施工方案」、「最佳
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劃」、「安全文化比賽」、「最佳職安健維修及保養承建商」
及「職安健模範升降機及自動梯技工」等，每個獎項的得主均無私地將他們在推行
工地安全的心得與大家分享，其中今屆「最佳施工方案」項目的金獎得主：在施工
過程採用3維 Plaxis 模擬系統的香港寶嘉 — 布依格聯營以及製作3維模型協助應付
施工最複雜部分的 Gammon Construction Ltd. —兩個得獎單位的分享內容都很值
得業界參考學習，對本地建造業界的職業安全有正面影響。

  盧先生從事建造業已有十年，他認為每年一度的頒獎典禮已成為業界一個難得
聚會，慶賀同業獲獎之餘，也藉分享會借鑑同業的良好施工方案，引進新技術，與
時並進：「一些大型機構分享他們如何利用電腦模擬工程或制作3維模型，以提升
工程效率及安全度，確實值得參考。即使未必每間機構分享的作業方法也可應用於
自己的機構內，但仍極具參考價值，令人獲益良多。而近年大家也愈來愈用心製作
分享環節，例如透過拍攝短片或話劇表演等，令分享會內容更生動有趣，大家也更
願意參與其中。」

同創安全健康工作環境
Let’s Create a Safe and Healthy Workplace

  This year’s Awards include “Best Program to Prevent Heat Stroke at Work”, “Best Method Statement”, “Best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for Working at Height”, “Competition on Safety Culture”, “Best Refurbishment and Maintenance Contractor 
in OSH” and “Outstanding Lift and Escalator Mechanic in OSH”. All the Award winners have presented and shared their practices 
on OSH in the forum. For example, the Gold Award winners of the “Best Method Statement” gav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ignificant insights into new technology and OSH. Dragages – Bouygues Joint Venture adopted 3D Plaxis modelling into its MTR 
project, while Gammon Construction Ltd put 3D modelling in practice to handle the most complicated part of its steel works project 
for M+ Museum project. 

  Mr Lo, a 10-year construction industry veteran, sees the Award presentation as an annual reunion for the industry, which is 
also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the winners and share the method statements of each other.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o keep up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Some of the organisations shared how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safety 
level with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3D modelling, which were truly insightful. Although not every organisation can adopt these 
methods into its operation, we have already benefited a great deal. You can see that everyone is putting more and more efforts 
on preparing the sharing sessions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making short 
films and performing plays to vitalise 
the Forum, and getting people involved 
successfully.” 

Dr Law Chi-kwong, GBS, JP, the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attends “Construction 
Safety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2017”, 
which is his first OSH promotional event after 
being appointed. The Secretary looks forward 
to creating a safer and healthier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nne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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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演講更邀請工業事故工友家屬分享自身經歷，更切身地傳達做
足工作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建造業．安全第一」職業安全提升運動於今年4月正式啟動，推出一連串宣傳活動，
加強向僱主僱員、他們的家人朋友及市民大眾宣傳工地安全訊息。重點活動之一 的「工
地安全巡迴演講」到訪多個建築工地，由工會代表即場與工友分享工作事故個案及安全貼
士，並提供營養午餐鼓勵工友培養良好飲食習慣，加強工友的職安健意識。

勞工處處長陳嘉信太平紳士、前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
BBS，太平紳士聯同工會及商會代表到訪其中一個舉辦巡迴演
講的地盤(協興工程有限公司前葵涌已婚警察宿舍公共租住房屋
發展計劃)，了解工地的安全措施及實行成效。

正如最佳演繹獎金獎得主─協興工程有限公司的房
屋署天水圍橋昌路工地及大嶼山銀礦灣路東及銀礦
灣路西工地代表所言：推行安全文化，人人有責。

  An Occupational Safety Enhancement Campaign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First" is launched in April. A 
series of programs have been rolled out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site safety awareness amongst employers, 
employees,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the public.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Talk, one of the key 
programs under the Campaign, the Union representatives shared work accident case studies and safety tips 
with frontline workers. The attended workers were served with nutritional meals at lunch to encourage them 
developing healthy eating habits and enhance their OSH awareness.

The objective of Hip Hing Engineering Co Ltd (Construction 
of HOS at Kiu Cheong Road and Ngan Kwong Wan Road 
East and West), Gold Award winner of Best Presentation 
is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for safety culture”.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Talk invites families of work accident victim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workplace safety measures 
and preparations Mr Carlson Chan,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and Ir Conrad Wong, BBS, 

JP, past Chairman of OSHC visit Hip Hing Engineering Co Ltd, Public Rental 
Housing Development at Ex-Kwai Chung Police Married Quarters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union and association to observe the 
workplace safety measures, practices and effectiveness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First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Talk

建造業．安全第一

工地安全巡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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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度「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不僅是業
界盛事，在表揚嘉許在實施及推廣建造業安全有傑出表現
的機構及人士外，大型分享會也有助業界提升水平，讓我
們一齊回顧各大獎項得主值得借鑒和參考的重點。

創新技術應用提高施工方案質素
  今屆「最佳施工方案」金獎由金門建築有限公司的「M+視覺文化博物館—鋼鐵工
程」與香港寶嘉—布依格聯營的「港鐵沙田至中環線合約1128南通風大樓至金鐘站鐵路
隧道建造工程」共同奪得。前者於設計階段應用製造及組裝設計（Design for Manufac-
ture and Assembly) 概念，活用建築信息模型（BIM）提高施工方案的質素，又製作3D
模型協助制訂工程複雜部份的施工方案。他們更利用立體模擬動畫講解建造工序，協助
前線員工理解工程風險。除了應用嶄新科技提升施工方案完整性外，金門也自行研發「
模組化內置樓梯支撐塔」和「一體化吊架式工作平台」，為工友於高空工作時提供安全
的工作環境及安全通道，都是透過設計預防工業意外的成功例子。

模組化內置樓梯支撐塔的3D模型方便溝通及訓練

以四個模組化支撐塔為骨幹，為鋼鐵桁架（模型的褐色部份）安裝提
供了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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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金獎得主香港寶嘉—布依格聯營則在工程中引入「簡明安全施工程序」
（Simplified Safe Working Procedure, SSWP）意念，將施工方案轉化為三個部
份的圖文簡明程序，供訓練及現場參考。該聯營並透過多項創新技術，保障工程團
隊的職安健，包括採用全港首部可改變密度的混合隧道鑽挖機、採用天橋拓度穩固
工程及 3D Plaxis 模擬系統等。分享會上還有其他機構的傑出施工方案，例如提供
大橫樑鋼架工作台（Full-Decking Working Platform）以減低工友從高處墮下的風
險；利用圍堰施工並將圍堰生產工序移至廠房為主，減少現場工序衍生的各種危害
等，都是仔細考慮到工作環境因素和保障工友的安全需要。

「簡明安全施工程序」的第一
頁，列出關鍵工作及其各步驟、
風險、控制措施及現場監督

第二頁以圖文描繪涉及設計、生
產及安全重點的施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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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首列明安全
施工所需的個人
防護裝備、人
員、機械設備及
其他關注

推動及鼓勵工友使用安全設備
  而提倡「小改善，更貼心」的偉聯電力工程有限公司就憑「南丫島發電廠維修
水缸及更換水管工程 (13/2205) 」贏得「最佳高空工作安全改善計劃」金獎。當中
值得業界學習的地方就是從細節入手推動及鼓勵工友使用安全設備。不但為工友購
置安全帽連帽帶，而為了減少離地工作風險，偉聯更購置多台輕便工作台如梯台及
功夫櫈等。而為了鼓勵工友使用以上設備，偉聯便自製安全短片教導工友正確的使
用方式。另外也購置了柔軟度高的全身式安全帶及較輕身的雙扣式防墮懸掛繩，令
工友樂意使用更舒適輕便的設備，事事從工友角度出發考慮，絕對是窩心之舉！

~0.8kg ~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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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全文化比賽方面，「最佳安全文化地盤」金獎得主是以「安全文化由心出
發」為口號的有利建築有限公司「設計及建造觀塘宿舍地盤」。分享會上引用經典
電影橋段「向樹洞訴說秘密」去介紹「安全年華留聲機」，讓工友可以毫無壓力下
表達對安全上的意見而贏得全場掌聲；再配合「有利家書」由管理層主動和員工
交流，多方面貫徹匯報文化於工地。另外，以孖寶兄弟「棟篤笑」有趣分享安全資
訊、以天氣報道形式公布「安全氣候指數」調查結果等，嘗試用軟性手法推廣安全
文化以達致良好效果。加上推行獎勵式「戒煙計劃」，成功戒煙的員工會獲贈禮物
如平板電腦等。

  地盤經理主動於「有利家書」活動與各員工交流，打破舊有管理層與前線員工
的隔膜；參考電影橋段，發明「安全年華留聲機」，讓較內斂工友匿名盡訴心中
情，讓管理層翻聽錄音並作出改善。

為員工營造安全工作環境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及金城營造有限公司就同時獲得「最佳職安健維修及保
養承建商」金獎，前者認為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硬件上早於2012年已積極
推行使用安全帽連Y型帽帶，工地內亦使用手提式流動水氣掣等保障工友安全。在
推廣方面，搭建休息區並設雪櫃及噴霧扇，還派發西瓜、涼茶讓工友消暑。更利用
家訪將安全訊息帶入工友家中，盡力承擔企業責任。而金城營造則有不同階段的施
工安排，例如施工前的工作危害分析、施工第一天的安全溝通會議、每日工作前的
風險評估等。

  而「最佳預防工作時中暑計劃」金獎則由金城機電有限公司的「青山發電廠綜
合工程服務合約」奪得，最讓人讚賞之處就是自製手機程式，為員工提供天氣資訊
及安全小貼士。另外，不少機構針對防範工友中暑的方案也十分值得參考，如在配
有冷氣機臨時休息室上配置通風屋頂、為員工提供冷氣機流動帳篷；添置充電式工
地電風扇、充電式安全帽風扇；安裝太陽能風扇，加強機械控制台通風等，也為工
友創造更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設有通風屋頂及冷氣機的臨時休息室

個人隨身的充電
型安全帽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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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擺放於樓邊及棚架上 物料吊斗過滿

欠缺護欄及踢腳板損壞的棚網

胡亂堆疊及擺放物料

使用錯誤方法吊運物料

  

最近本港發生一宗

嚴重意外，一條竹枝由建築

地盤高層墮下恰好擊中一名市民

並導致死亡，此次事件再次喚起社會

各界對建造業施工安全的關注。物料墮

下的風險往往伴隨高處工作而生，高處工

作於建造業中卻是無可避免，故此物料墮下的

風險必須受到嚴密監管和控制。翻查過往記錄，

不難發現過去本港建造業一直都有發生物料墮下的意

外。當這些意外一次又一次發生，身為建造業的從業員

又可如何避免？本文將分析不同類型的物料墮下意外成

因，並提出以5S良好工場整理原則作為改善工地的

建議，希望可拋磚引玉，讓建造業從業員舉一

反三，發揮5S良好工作場所整理的功

效。

良好工場整理
建造業施工安全

預防物料墮下

個人因素 環境因素

未有按照既定施工程序工作 天氣因素（受到強風、陣風或暴雨影響）

拆卸工序中未有設置合適保護措施 沒有設置合適的保護棚或圍街

物料擺放於棚架或樓邊位置 工作平台及樓邊沒有護欄或踢腳板

未有定期清理工作平台及樓邊的雜物 沒有穩固覆蓋樓面孔洞

沒有使用合適的吊運方法 吊斗及吊籠過滿

沒有定期檢查保護棚或圍街 沒有適當的物料存放區

使用手工具時沒有配備合適手繩

高空工作時未有恰當使用帽帶

相關意外的成因
物料墮下的原因，主要包括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等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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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承建商可加強工地整理預防物料墮下，更可運用5S原則改善工地整理。本文會透過分析以下個案的成因，

提出如何以5S作為改善問題的方案。雖然地盤工序千變萬化，以5S促進良好工地整理卻是萬變不離其中，

相信以下個案所涉及的問題，是不少從業員經常面對的難題。

事發經過
2017年荃灣發生一宗奪命意外，死者並非於工地工

作的工友，而是一名路過的無辜市民。該名市民在

途經海濱長廊時突然被一支從建築地盤高處跌下的

竹枝擊中頭部，送院後傷重不治。

可能成因及改善方法
一、盡快修補損壞的外棚或斜棚

地盤四周已搭建竹棚及斜棚，如此保護下竹枝理應

不會從地盤高處跌落行人路。意外其中一個可能成

因是外棚或斜棚出現損壞卻未被發現，物料便經此

缺口墮下。地盤可透過3S（清潔）及4S（標準）作

為改善以上問題的原則。

· 3S（清潔）所提及的清潔並非純粹清洗及打掃，

而是在清潔物品時加上檢查及維護設備以保持

其工作狀態。負責人員於清潔時應同時檢查棚網

的狀態，如發現有任何不妥，應立即通知地盤主

管。透過定期的清潔及檢查，可以保證外棚的狀

態，從而有效發揮外棚的效用；

· 4S（標準）即是標準化整理、存放及清潔，規範

上述行為以確保工地整理達致標準。地盤相關人

員應訂立檢查及清理外棚及斜棚的次數，如發現

外棚有任何損壞應馬上修補。棚網與建築物的顏

色最好不適當對比鮮明，讓檢查人員容易察覺棚網

出現任何缺損，因此灰白色的棚網絕非最好選擇。

個人因素 環境因素

未有按照既定施工程序工作 天氣因素（受到強風、陣風或暴雨影響）

拆卸工序中未有設置合適保護措施 沒有設置合適的保護棚或圍街

物料擺放於棚架或樓邊位置 工作平台及樓邊沒有護欄或踢腳板

未有定期清理工作平台及樓邊的雜物 沒有穩固覆蓋樓面孔洞

沒有使用合適的吊運方法 吊斗及吊籠過滿

沒有定期檢查保護棚或圍街 沒有適當的物料存放區

使用手工具時沒有配備合適手繩

高空工作時未有恰當使用帽帶

個案分析：以5S工作場所整理改善物料墮下

個案一

竹枝由高空
跌下至行人路

二、盡快清除存放不適當的棚竹

棚竹雖然是地盤常見物料，卻不能忽視其存放問

題。竹輕且呈圓柱狀，比起其他物料更易因外力而

移動。當受到強風或其他外在因素推動，竹枝往往

成為最容易墮下的物料。意外其中一個可能成因，

是在樓邊、棚架上或於工地內過量堆疊存放不使用

的竹枝。因此，1S（整理）、2S（存放）及4S（標

準）是改善問題的最佳方法。

· 1S（整理）區別需要使用的物件。地盤主管應按

照地盤的使用量及環境決定棚竹的存放量，避免

因物料過多而不能妥善存放；

· 2S（存放）考慮個別物品的特性並有條理存放。

地盤應設置合適的棚竹存放區及廢料棄置區。工

友工作時按量取用棚竹，便能改善工地整理及增

加工作效率；

· 4S（標準）上述提及整理及存放的方法。地盤可

標準化棚竹的擺放方法，例如擺放時以尼龍篾或

鐵絲綑綁以固定棚竹。更可標準化工作程序，例

如在下班前整理工地並作最後檢查，將剩下的棚

竹分類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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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經過
2015年，一條5呎乘2吋長的鋁模角鐵從長沙灣某地

盤跌下擲中巴士車頂前排位置，角鐵穿破車頂插入

車廂，幸無人受傷。

可能成因及改善方法
一、角鐵的存放位置及角鐵的數量

與棚竹一樣，要小心保存鋁模角鐵這類小型組件，

錯誤擺放會釀成類似的嚴重意外。所有物料均不應

擺放近樓邊位置，當存放位置及數量與預期不同，

便應重新安排物料存放區。

·1S（整理）區別需要使用的物件。特別小組件要

製造標記，讓檢查者能輕易檢查物料數量，避免

部件遺失或胡亂擺放。可行的做法包括以編號及

顏色識別每件鋁模組件，再以目視方法，確保每

件組件在使用或備用時都已齊全，尤其是小組件

（例如角鐵）在備用時必須存放在指定位置。

二、在搬運過程中跌下

工友於工作時大多要人手搬運角鐵這類小組件，搬運

過程不可避免。搬運物料的路徑不應接近樓邊，另

外，較重的物料應由多人搬運或以其他機械協助。

·2S（存放）考慮個別物品的特性並有條理地存

放，地盤應設置合適的物料存放區。工友工作時

按量取用物料，便能減少人手搬運的次數及數

量，從而減低風險，增加效率。

事發經過
2016年深水埗一個大廈維修地盤，工友在大廈外

牆進行維修期間，手上一把電動螺絲批不慎脫手墮

地，擊中一名路經途人，途人受輕傷送院治理。

可能成因及改善方法
一、電動螺絲批並非處於良好工作狀態

墮下的電動螺絲批並沒有連繫合適的專用手繩，只

連著一條幼棉繩，這個電動螺絲批並不適合讓工友

於高空工作中使用。進行高空工作時，所有手工具

必須配備合適手繩，工友在使用時應時常把手繩繫

穩於腕部。另外，工具不使用時亦應存放於工具袋

中以避免由高空墮下。

·3S（清潔）如上文所說3S（清潔）包括檢查工具

的工作狀態。上述個案中的電動螺絲批明顯並不

處於良好的工作狀態，應立即停用及安排維修。

為防止較重的手工具從高處墮下，可使用專繫於

腰帶的工具繩；

個案二

鋁模角鐵跌下
擊中巴士

地盤高處跌下
手提電動工具

砸途人

個案三

5S（修養）修養

是5S中最後一個S，適用於5S內

每一個原則。所謂修養是希望工地內所

有人能養成整理、存放及清潔的習慣。按

所訂下的標準，員工能自發地遵從並按照工作

所需提出建議，並把日常工作透過5S原則自發

改善並跟進。這種有自發性的安全改善習慣更

能讓員工參與、親身體會並實踐5S所帶來的

好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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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物料墮下意外貼士
謹記以下貼士，以防物料墮下意外：

一、搭建外棚、斜棚及圍街，並時常檢查棚架及圍

街狀態；

二、於主要道路提供有蓋通道；

三、所有工作平台及樓邊安裝護欄及踢腳板；

四、設立特定物料存放區及垃圾棄置區，收工前要

清理並檢查工作地方；

五、高處工作時使用工具手繩及工具袋；

六、妥善圍封吊運區域及必須遠離圍街及行人通

道，確保吊運路徑沒有人及障礙物；

七、於地盤內時常佩帶有Y型帽帶的安全帽。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圖一：工友以編號識別鋁模角鐵，確保每
件組件在使用或備用時都已齊全

圖三： 工友檢查大樓外棚及斜棚

圖二：工友進行收工清掃時把廢料
放到廢物棄置區

圖四：工友於高處使用任何手工具，
必須使用手繩

總結
根據過往的經驗，

物料墮下是建築地盤經常要面

對的風險，一旦發生此等意外後果

往往非常嚴重。於工地推行5S良好工地

整理，除了能避免物料墮下意外發生，更

能建立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增加工作效率。

最後，無論是僱主或僱員均要謹記自

己的責任，做到「顧己及人」避免

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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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送大型或笨重的設備及物料，免不了需要起重
機械及裝置協助，例如地盤常用的天秤及流動式起重機
等。吊運工序涉及重型物料處理，若安全控制措施有所
不足，吊運工作可以導致嚴重意外，造成人命傷亡及設
備損毀。曾經，某地盤工人在卸下天秤吊運的一批木板
時，因溝通上的誤會，導致吊運物撞倒地面的物料，倒
塌壓向一名工人使其受傷。另外，吊臂車在路邊吊運一
批建築鋼板時，因吊臂車的油壓支撐架並未妥善裝穩，
使吊臂車突然失平衡翻側，釀成意外。要確保吊重工序
安全進行，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人、機、物、法
及環境，五項要素缺一不可，才能確保安全措施妥善執
行。本文將會探討進行安全吊運時應採取的安全措施，
減少意外發生，下期我們會刊載有關「流動式起重機操
作之職安健調查」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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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掛方法不正確導致負荷物下墮;

•被負荷物撞倒；

•觸及架空高壓電纜；

[人]
  與吊重工序有關的人包括
「合資格檢驗員」、「合資格的
人」、「起重機操作員」、「吊
索工」、「訊號員」及在附近工
作的其他人士等。以下將會對這
些相關人士作簡單介紹：

[合資格檢驗員]
  負責定期檢驗起重機械或起
重裝置，他們需要：

•由進行吊重工序的東主或起重
機械/起重裝置的擁有人指定；

•屬指定有關界別的註冊專業工
程師；

•曾接受適當的訓練及擁有實際
操作經驗。

[合資格的人]
  負責定期檢驗起重機械或起
重裝置，他們需要：

•由進行吊重工序的東主或起重
機械/起重裝置的擁有人指定；

•曾接受適當的訓練及擁有實際
操作經驗。

[起重機操作員]
  負責正確並安全地操作起重
機，可以與一名吊索工或訊號員以
手號作為聯絡途徑。他們需要：

•年滿 18 歲及持有效起重機操作
證明書；

•體格健全；

•熟識溝通手號。

[吊索工]
  負責將負荷物裝上起重機及卸
下。他們需要：

•曾接受基本安全吊重訓練；

•與操作員聯絡及指示起重機安全
移動；

•正確地選擇及使用起重裝置。

[訊號員]
  負責利用手號將吊索工的訊息
傳遞給操作員。他們需要：

•曾接受基本安全吊重訓練；

•指示起重機及負荷物移動；

•在進行吊重工序時，只可以由吊
索工或訊號員其中一人與操作員
聯絡。

[機]
  與吊運工作相關的起重機械及
所有起重裝置。

[起重機械]
  常見的起重機械包括起重滑
車、絞車、捲揚機、滑輪組、吊
重輪、起重機、腳架起重機、挖
掘機、打樁機、拔樁機、拉索挖
機、架空纜車，架空纜道運送機
或架空軌道等。

•起重機翻側；

•起重機械構件超出運作範圍；

•吊臂互相碰撞；

•吊臂或吊纜折斷。

吊運工作常見的意外成因：
以下列出的情況是吊運工作進行時常見的意外成因，其中包括：

識別及控制吊重工序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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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高度及負荷物移動的距離及範圍；

•負荷物的重量和體積；

•吊運的次數及頻率；

•所需使用的時間；

•地面及附近環境的情況，例如有沒有高壓電
纜，當天是否大風等；

•其他特別因素，例如附近是否有其他設施或活
動正在進行中；

起重機

表格編號（起重機械及裝置規例）項目

周期 7天

1 42 53 6 7

架設後 12個月 6個月使用前

4年

使用前
或重大修理、
重新架設、
失靈、翻倒
或倒塌後

＊

＊

＊

＊

＊

＊

＊

＊

＊

＊

＊

＊

＊

＊

＊

＊

纖維纜索

絞車、起重滑車

設有錨定及壓重裝置
的起重機

起重裝置

滑輪組、吊重輪、
腳架起重機、

打樁機、拔樁機、
挖掘機、

架空軌道、
拉索挖機等等

•必須由合資格檢驗員執行所有有關起重機械的
測試及檢驗，而日常檢查則必須由合資格人士
負責，更必須妥為保存所有測試、檢驗及檢查
報告及證明書；

•必須根據檢驗證明書結果，註明所有起重機械
的安全操作負荷(Safe working load, SWL)，在
吊運時不可超越此負荷量；

•必須有定期維修保養所有起重機械，以確保能
維持在安全操作狀態。

進行吊運工作時應選擇合適的起重機械，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

註:有＊者為適用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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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鈎：

  吊鈎在吊運工序中是不可或缺少起重
裝置，其種類繁多，用以配合不同的吊運
用途：

•選用尺寸合適的吊鈎；

•保持吊鈎在垂直位置，如吊鈎側向一方
可影響吊鈎之安全操作負荷；

•所有吊鈎應裝上安全扣。

[物]
  對於吊運物件的
相關注意事項：

•繫穩吊運物件，應
先包裹好鬆散貨物
或放於合適盛器內
才進行吊運；

•了解清楚吊運物件
的重量及形狀，應
鋒利的貨物邊緣使
用保護墊；

•必須檢驗盛器經並
標明安全操作負荷
(SWL)；

•使用構造堅固的盛
器及使用4條吊索吊掛，以防傾側；

•注意負荷物之重量以保持平衡；

•吊運巨大體積物件，應考慮不同因素，例如風
力、操作員的視線問題等。

纜吊索：

  纜吊索的構造主要由索股包著索心。而索股是
由很多細小的纜絲織成，不同數量及排列方法的索
股會影響纜吊索的特性。吊索眼應配有嵌環及用機
械壓啤收尾並標明安全操作負荷 (SWL)。

•纜吊索安全檢查；如發現以下情況，應停止使用
及適當地棄置。

  起重裝置在吊重工序中不可或缺，其作用是將
物件縛緊並懸掛在起重機上。起重裝置的種類繁
多，包括鏈式吊索、纜吊索、環圈或同類裝置、鏈
環、吊鈎、板鉗、鈎環、轉環或有眼螺栓。如果不
具備足夠知識或錯誤選擇，很容易令吊重工序出錯
而導致意外發生。所有起重裝置亦應由合資格檢驗
員進行測試及標明安全操作負荷(SWL)。

檢查磨損及變形

檢查裂痕及扭曲

檢查磨損及裂痕

檢查安全扣的
開口及彈簧

例子：60度

例子：60度

•如吊運時使用多於一條
吊索，應注意吊索間之
夾度不應大於 90 度；

[起重裝置]

吊索檢查

鋼絲折斷 金屬扣移位 金屬啤套損壞（例如變形，
磨損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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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600毫米

[法]
  吊運工作進行時的相關注意事項；

•設立危險區域，並使用適當及足夠的路障，嚴格
限制任何人士包括工人及行人，在吊運操作期間
進入該區域；

•計劃適當吊運的途徑，確保不會碰撞到其他人、
物件或架空電纜；

•儘量將負荷物貼近地面運行，不要拖行負荷物；

•操作起重機械時應與圍板或建築
物保持最少 600 毫米的距離，提
供足夠空間確保吊機和負荷物
不會碰撞到工人和行人；

•起吊時應使用較慢速度，讓吊
索慢慢收緊及保持平衡；

•切勿站立在起吊中之物件上；

•如視線受阻，應由訊號員協助。

[環境]
  不同的工作環境可能影響吊運時的安全。

[天氣]
  操作員應按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工作，
例如遇上雷暴或強風就應停止工作. 起重機在經過
惡劣天氣之後，應先安排合資格檢驗員對起重機
的錨定或壓重裝置進行檢驗，及對起重機進行測
試，方可再次使用。

•鬆軟之泥土：使用較堅固及大面積之墊
木將重量分散，減少泥土的負載；

•微斜之斜坡：調較支撐架令起重機維持
在水平運作；

•儘量遠離坑穴操作；

•接近起重機械之坑穴：加強坑穴之支撐。

總結：  
  如果大家在進行吊運工作時能執行以上
的安全措施，吊運工序便能安全進行，減少
相關意外發生。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推
出了相關課程，講解不同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的安全使用及操作。如有興趣可向職安局
查詢相關課程及訓練的內容(電話：2311-3322
或電郵：trg@oshc.org.hk)。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安全使用(課程編號: 
LALG)

  此課程旨在教導學員有關操作起重機械及
使用起重裝置的潛在危害，亦會講解吊運工作
的安全措施，從而避免意外發生。

詳情可參考本局網頁：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
CourseDetail.asp?CouID=395 

•起重裝置及吊掛的安全操作(課程編號: RIG)

  此課程旨在為吊運訊號員及從事吊重、負
責捆紮(俗稱埋碼)工作的人士提供基本使用吊
重裝置的安全措施和安全吊掛操作訓練。

詳情可參考本局網頁：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
CourseDetail.asp?CouID=44 

[架空電纜]
  如附近有架空電纜，應參考由機電工程署發
出的「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
起重機械與架空電纜之間必須保持足夠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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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進行裝
修維修工程
應購買甚麼
保險？

裝修維修工程一般涉及兩類保險: 
第一種是公眾責任保險(下稱第三者保險)，除「業主立案法團第三者風險保險」為
強制性保險外，其他為自願性保險，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引致第三者(僱員除外)受傷
或死亡或財物損失的法律責任。

第二種是勞工保險－工程公司必須為負責施工的僱員購買的僱員補償保險，以承擔
僱主在《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法律責任。

勞 工 保 險 由 僱 主 為 僱 員 購 買 ，
若 業 主 希 望 加 強 保 障 ， 可 請 裝
修維修公司在勞工保險中加入條
款，將業主加入成為工程委託人
(Principal)，若工程期間因意外
或者疏忽而引起訴訟，保險公司
會協助處理法律責任及賠償的問
題，加強對業主的保障。

你未必知道但很重要的
裝修維修保險知識

裝修維修安全關你事

1

第三者保險
是否由業主
購買?

2 為了減低不幸發生意外時，業主可能承擔的鉅額賠償，建議業主購買合適的保險如
第三者保險。業主可以請負責施工的裝修維修公司，在其第三者保險年保計劃或相
關工程的單次保險計劃內，將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加入成為額外被保人
(Additional insured)，以加強保障。一般而言，保費會較業主獨立購買第三者保險
便宜。

業主要為進
行裝修維修
的工人購買
勞工保險嗎?

3

大至家居裝修，小至更換冷氣，不少市民都會問如何揀選裝修公司最穩妥?業主是否需要為工
程購買保險?裝修期間發生意外，業主是否要負上法律責任?我們會透過一連三期的「裝修維
修安全關你事」與各位拆解裝修維修常見的安全問題。今期我們會與香港保險業聯會一起，
與大家看看裝修維修保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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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工前記緊要檢查工程公司有沒有有效勞保同第三者保險；

．	一般室內裝修工程的第三者保險，未必包括搭棚或者外牆的工程，要留意保單涵
蓋的工程類別及不保障條款；

．	一般而言，裝修工程的第三者保險，其保額大約一千至二千萬，保費約千餘至數
千元不等，涉及棚架工程的保費會較高；

．	檢查勞保保單時，要留意保單的投保公司名稱與施工的公司名稱是否相同、保單
的有效期，受保僱員人數及工作性質；

．	若工程公司從事搭棚等業務，其保單上顯示的工作性質一般會寫上 Scaffolding 
Work (即搭棚)，若只見保險寫上 Clerical Worker (文職)，則該保單只保障該公
司辦公室的員工，不包括施工人員；

．	業主若對保單內容有疑問，在裝修維修公司同意下，可致電承保的保險公司查詢。

怎樣知道裝
修維修公司
購買的保險
是否合適？

4

保單類別(Insurance Type)應
列明"勞工保險(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受保公司的名稱 (Name of 
Insured ) 應與施工公司的
名稱相同

施工日期應於保險的有效期
內 (Period of Insurance)

在受保僱員職業一項 
(Insured Employees)，
應清楚顯⽰包括進⾏工程
的員工，如:棚架工程則須
列明"scaffolding"的字眼

1

2

3

5

注意工程公司的業務性質 
(Busin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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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天氣令中暑風險大增。要預防中暑，並不僅僅在於「多飲水」
及「穿著淺色衫」那麼簡單。歡迎各位讀者參加以下的

「預防中暑知識大挑戰」，測試一下自己對預防中暑知多少？

究竟香港是否愈來
愈熱呢？

常言道「數據不會說謊」，要找出答案，就讓我們看看天文台的統計資料吧。根據
過往數十年的統計，每年的平均溫度有高有低，似乎看不見有明顯升勢。然而翻查
近二十年的「酷熱天氣日數」（即最高氣溫達到攝氏33度或以上的日子），則不難
發現有上升趨勢（圖一）；而2016年的酷熱天氣日數更高達三十八日，比起2015年
多35%。此外，去年的最高溫度雖不及2015年破紀錄的36.3度，但也高達35.6度。
總括而言，我們可說香港近年較過往熱，故此我們絕不能輕視預防中暑。

圖一、香港近20年之酷熱
天氣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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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情況下會突然
中暑？之前會有何
先兆？

問 答

身處酷熱環境時人類體溫會自然上升，並會透過排汗降溫。若果連排汗都不能有效降
溫，身體便會出現不良反應，包括頭暈、頭痛、噁心、氣促甚至神志不清；若體溫再
持續上升至攝氏41度，身體會出現痙攣甚至昏迷，亦即是中暑。所以，我們的身體在
中暑之前應會出現上述的不良反應，並不會突然中暑。此外，當我們身處酷熱環境而
大量排汗，有機會出現另一種情況—熱衰竭。熱衰竭的成因是由於身體經由汗水流失
過量水分及鹽分，引致身體出現疲倦、軟弱、頭痛、暈眩、噁心的徵狀甚至暈倒。若
我們身處酷熱環境而又出現中暑或熱衰竭的徵兆，必須立即前往陰涼位置休息並補充
足夠的水份和電解質。下文會再介紹處理中暑及熱衰竭的急救方法。

有沒有一些「法
寶」能夠幫助預防
中暑？

隨著科技日益進步，今時今日要預防中暑已不止於多飲水及穿著淺色通爽衣服這些
基本措施。現時市面上有不少能幫助身體降溫或防曬傷的個人裝備，供戶外工作者
選擇。

表一、幫助身體降溫或防曬傷
的個人裝備

鎖水巾
使用前先浸水，其物料能鎖住水分一
段時間，讓使用者感受清涼效果。主
要佩戴於頭部或頸部。

清涼毛巾
毛巾上沾有清涼物料，令使用者
感受清涼感覺。只供單次使用。

闊邊帽罩及防曬頸擋
安裝於安全帽上，為使用者面部及頸部遮
擋陽光。適合需佩戴安全帽於戶外工作的
人士使用。

冷凍背心
內置電風扇的背心，穿著者
只要在指定位置放入經冷藏
的冷凍包，拉上拉鍊並開啟
風扇便可感到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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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酷熱，除喝水之
外，有沒有其他飲
料可幫助預防身體不
適？又有沒有一些飲
料不宜飲用？

在天氣酷熱時多喝水非常重要，因為能補充身體因大量排汗而流失的水分。但正如
前文所述，大量排汗亦會令身體流失鹽分，故此飲用含電解質的飲料亦可幫助減低
出現熱衰竭的機會。此外，喝水時最好是每次喝少量，而非一次過喝大量的水。天
氣酷熱時不宜飲用的飲料包括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飲品，因為這些飲品會加快水分透
過泌尿系統流失的速度。

圖二、在工作地點提供休息設施

問 答

天氣酷熱但又需要
在戶外工作，有甚
麼措施可幫助預防
中暑？

最有效的措施當然是減少甚至是避免在
酷熱天氣下工作。如若不能避免，負責
人應盡量於工作位置量提供太陽傘或
帳篷等遮蓋物，減低員工受太陽直接照
射的機會。應盡量減少員工的體力勞動
需要，提供足夠飲用水，並且提供陰涼
位置予他們進行小休。至於小休時間的
長短及次數，要因應工作性質及情況而
定，而在天氣酷熱時的休息時段應較正
常天氣時頻密。此外，負責人亦應需進
行風險評估，了解工作地點是否需要執
行其他防中暑措施，詳情可參閱勞工處
刊物《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

天文台發出的「酷
熱天氣警告」是否
唯一的參考指標？

我們在炎熱季節應特別留意天氣報告。當天文台預測香港會受到酷熱天氣影響，便
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當此警告生效時，應執行上述預防措施，以防需要戶外
工作的人士中暑。其實除了酷熱天氣警告之外，我們亦可留意天文台於其網站定時
發佈的「香港暑熱指數」。香港暑熱指數源於2008年香港舉辨奧運馬術比賽期間，
為判別天氣是否適宜比賽，天文台於京士柏氣象站設立了「暑熱壓力監察系統」，
以量度乾球溫度、自然濕球溫度及黑球溫度。其後，這些數據被綜合計算成為「香
港暑熱指數」，以綜合反映溫度、濕度、風速與及太陽照射的影響。天文台建議若
該指數接近30時，市民便應採取適當的防中暑措施。以圖三為例，於本年7月25日
早上9時至下午5時暑熱指數非常接近30，是需要採取防中暑措施的時段。

圖三、天文台網站會定時發佈「香港暑熱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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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為中暑患者
進行急救？

問 答

要知道怎樣為中暑人士急救，就要先判斷不適者是中暑還是熱衰竭，因為兩者的處
理方式略有不同。

表二、中暑及熱衰竭的徵狀及處理方法

中暑

-	皮膚乾熱及潮紅
-	脈搏強而快
-	頭痛、口渴、噁心
-	可能有暈眩
-	呼吸淺速、小便量少
-	體溫上升至攝氏40度以上
-	初期瞳孔收縮，情況惡化時會
轉為放大
-	情況惡化時會神志不清，繼而
不省人事

熱衰竭

-	皮膚濕冷及蒼白
-	脈搏速而弱
-	頭痛、噁心、暈眩
-	昏厥
-	身體疲倦、軟弱
-	情緒不安
-	瞳孔放大

-	將不適者移至清涼地方
-	脫去不適者身上衣物、用濕毛
巾塗抹全身、扇涼等方法降溫
至攝氏38度
-	如不適者不省不事，應將其置
於復原臥式
-	送院治療

-	將不適者移至清涼地方
-	脫去不適者身上衣物、用濕
毛巾塗抹全身、扇涼等
-	讓不適者平臥並墊高其雙腿
-	如不適者情況好轉且神智清
醒，亦沒有嘔吐跡象，可每
隔十五分鐘喝半杯水（每一
公升水加一茶匙鹽）
-	如不適者不省不事，應將其
置於復原臥式
-	送院治療

徵狀

處理
方法

圖四、復原臥式

參考資料：
1.《香港天文台網頁－自1884年（除1940-1946年外）香港天文台錄得的酷熱天氣日數》，香港天文台
2.《香港天文台網頁－最高年氣溫的排行（1885年-2016年）》，香港天文台
3.《夏日炎炎慎防中暑》，衛生防護中心
4.《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工地安全指引》，建造業議會
5.《香港天文台網頁－香港暑熱指數》，香港天文台
6.《實用急救手冊》，香港醫療輔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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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下稱職安局）聯同日本中央勞働災害防止協會（下稱中災防）
及日本建設業勞働災害防止協會（下稱建災防）於今年年初舉辦「日本大型基建
項目及建造業職安健考察團」，實地考察當地工地、參觀安全體感訓練中心以及

各樣課堂，以認識日本的職安健之最佳實務經驗及最新發展。

實地考察，借鑒經驗
  考察團到東京的新日本青年館工地進行實地考察。雖
然當時該工地正在趕工，但工地的整理工作仍是做得一絲
不苟，就連垃圾分類也井然有序，此外工地內亦設有讓工
友清理身上灰塵的設備，令工友可保持清潔，可見日本的

工地內推行「3-3-3運動」以
確保吊運安全

以簡潔易明的圖像表達工地
的安全要求及警告訊息，例
如圖畫表示此處為危險地
方，不應進入

中災防導師與考察團團員一起
進行日本常用的伸展運動

日本大型基建項目
及建造業

職安健考察團

工地內設有除塵機協助工友清理身上灰塵

「全面健康計劃」(Total Health Program)
  日本現時積極推廣「全面健康計劃」(Total Health Program)，計劃透過健
康評估包括生活質素調查、體格檢驗、活動能力測試等，和健康示指引包括運
動、營養、身體護理和精神健康為在職人士推廣健康生活，更包含關注精神健
康的元素。來自中災防的導師指出，工作壓力大，心情緊張時會令肌肉繃緊，
然而透過進行伸展運動，不止可令肌肉放鬆，同時可改善令人紓緩緊張情緒。
「全面健康計劃」亦包括為員工提供工作壓力的評估服務與及由專業人士提供
所需的支援，減低員工因工作壓力而導致過勞或出現相關健康影響的機會。

良好工地整埋不單止講究施工環境，同時亦
注重工友的個人整潔衛生。此外，工地內亦
有推行的各種安全運動，如用於吊重工序的
「3－3－3運動」－在開始吊運時，先將重
物吊離地面約30厘米並等待3秒，再由工友
站於3米外的位置進行指差呼稱確認重物已
被安全吊掛，才繼續將之吊運。

日本大型基建項目及建造業職安健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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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考察地點位於橫濱市的新綱島車站工地，考察團由地面走進地底，親身
了解日本鐵路站的興建安全管理實況。此工地活用了顏色管理系統以區分不同類型的
區域：以紅色代表作業區、黃色代表物料存放區，與及綠色代表安全通道，以便工友
識別。此外，工地內亦張貼了大量以圖像為主的安全規則，以簡潔易明的方式令工友
了解工地的安全要求。

以顏色區分不同區域，例如
綠色代表安全通道，紅色則
不准進入

安全體感訓練
  考察團其後到訪位於橫須賀的工業體感安全訓練中心。此訓練中心向受訓人士提
供「安全體感訓練」，讓他們在安全情況下感受不安全工作的後果，從而深刻體會安
全措施的重要性，是日本及其他國家現時流行的安全訓練方式。訓練中心導師向考察
團示範了不同的體驗項目，當中有不少更讓團員親身參與，令團員感受到體感安全訓
練的效用。

導師透過高處墮物實驗示範安全帽對保護頭部的重要性

體感中心內的步行道設有各樣機
關，讓參加者體驗在不平坦及整理
不善的地面行走時會步步為艱

考察團參觀工業體感安全訓練中心後合照

體感中心內設有電動梯具，參加者
站上去後，會突然傾前，讓參加者
感受到不正確使用梯具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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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大獎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提升職安健水平 達致多贏局面
  職安局、衞生署、勞工處、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會
委員會及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合辦「職業健康大獎
2016-17」，藉以鼓勵及嘉許推動職業健康方面表現出眾
的機構。比賽分三個組別：聽覺保護大獎、預防肺塵埃
沉着病大獎及新增設的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大獎，共接
獲180個參賽項目，成績創歷年之冠，充份反映業界對員
工身心健康及對安全的重視。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致辭時
表示，工作是生活裡重要一環，希望僱員及僱主能合力
推動工作間安全及健康，減少怨氣、嘆氣；增加朝氣、
喜氣，做到人人和氣，創造多贏局面。   

  安全、健康和愉快的

工作間，有助提升員工士

氣，對保障員工及機構整

體生產力產生促進作用，

能加強機構競爭力及為機

構建立正面形象。

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前左三)、衞生署署長
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前左二)、勞工處處長陳嘉信，太平紳士(前右
二)、職業安全健康局前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前右三)
等主禮嘉賓出席3月10日的頒獎典禮。

職業健康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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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情@健康工作間大獎的參賽機構推出一系列措施，將健康
生活融入工作間，例如定期為員工進行身體機能評估等。

推廣健康生活的理想場所
  本港大部份在職人士留在工作間的時間較長，工作間
環境影響員工身心和社交健康。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成人每
日最少進食 5 份水果和瓜菜和每星期做最少 150 分鐘中等
強度帶氧體能活動。但衞生署於 2014 年調查就發現，有
超過 8 成18 至 64 歲被訪者進食水果和瓜菜不足；超過 6
成更是體能活動不足。要改善這狀況，並提升健康生活水
平，工作間絕對是理想健康推動場所。

  「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大獎」貫徹了這份理念，其
中「超卓機構大獎(企業/機構組)」得主之一安富利科技香
港有限公司在獲獎時表示，獎項是對該公司政策之成效的
肯定，而的確在推出計劃後，員工的敬業投入度也有所改
善。而且員工的開心度、積極度有所提升，員工流失率也
呈下降趨勢。

找出推動健康生活要素
  同樣奪得「超卓機構大獎(企業/機構組)」的還有靈
實醫院，其代表獲獎時表示醫院多年來致力推行「健康醫
院」計劃，以健康為本提供各種特色活動，例如醫院設健
康農場讓職員供健營餐單，健身中心等，務求從身、心、
靈、社交及環境等多方面為員工建立全方位健康生活發展
方向。此外靈實醫院同時贏得「最佳演繹獎」金獎。

  另外，「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大獎」的「超卓機構
大獎(業務部/中小企組)」就由協興工程有限公司轄下的
房屋署大嶼山銀礦灣路東及銀礦灣路西工地所奪得。協興
同樣是以員工為本，推行員工關愛計劃，重視管理層與員
工的相互溝通，如舉辦定期員工聚會、於工地設立意見反
映欄，及讓員工直接說出心底話的「你講我聽」午餐會，
讓員工感覺被重視，增加員工歸屬感，而公司也能在大家
的意見及建議中持續進步，達致雙贏局面。

職業健康大獎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關注身心健康 採取有效措施
  職業性失聰是本港較常見的職業病之一。聽覺保護
大獎鼓勵參賽機構投放資源以保護員工聽覺，例如有機
構購入全新碎石機取代產生大量高噪音的傳統碎石方
法，而該碎石機可遙距操控，這有助保護操作員遠離高
噪音的範圍。亦有機構在工地設置隔音屏障、裝置吸音
棉、聘請顧問公司進行噪音監察等，務求為員工提供健
康的工作環境，降低員工患上職業性失聰的風險 。

  而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大獎則針對本港另外兩個較常見
職業病-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鼓勵業界採取多項措施
來達致全面預防的目標。如工序隔離、局部抽風系統、地
盤車輛出入口均設有洗車設備、主要車道及產生塵埃工序
附近裝設噴霧花灑頭的灑水系統、採用先進科技加強空氣
塵量的監測等，以有效控制塵埃，保障工友健康。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大獎
  今屆新增設的
「好心情@健康工
作間大獎」是職安
局與衞生署於2016
年8月合作推出的
「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推廣計劃主要活動項目之一。
計劃從三大行動領域包括心理健康、健康飲食及體能活
動，促使僱主與僱員合力創造健康及愉快的工作環境，
共同在工作間推動身心健康。而「好心情 @ 健康工作
間大獎」正正是為了鼓勵計劃中獲得良好成績的機構而
設，以及讓 22 個入圍項目的機構代表藉此機會分享實
踐「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的經驗和心得。

  好心情 @ 健康工作間大獎，鼓勵機構從三大行動領
域入手，推出措施有助預防筋肌勞損並減少非傳染性疾
病，例如心臟病、腦血管疾病等。機構推行舒緩壓力措
施，提升員工心理健康，期望僱員僱主合力創造健康及愉
快的工作環境。

歡迎瀏覽以下網頁查閱得獎名單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
AwardsCampaigns/OH/2017/OHaward-
WinnerList(C).pdf

Please visit below link for Awardees List: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
AwardsCampaigns/OH/2017/OHaward-
WinnerList(E).pdf

聽覺保護大獎的參賽機構分享使用可遙距操控
的碎石機的經驗，讓操作員可於遠離高噪音的
範圍工作減少對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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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小常識：
化學品標籤知多啲

http://www.oshc.org.hk/
oshc_data/files/posters/2017/
P24217.pdf

化學品除了要用適當的容
器儲存和放在妥善的地
方，還要貼上「危險化學
品標籤」，使用前要細閱
標籤上的資料，了解處理
化學品時要注意事項。

  化學品無處不在，我們在生活同工作環境經常接觸不
同化學品，例如漂白水、殺蟲水、清潔劑、油漆及易燃性
有機溶劑等。不當使用化學品可能會令我們面對腐蝕、中
毒、爆炸、火災等等的危害。為加強清潔效果，有市民會
將不同清潔劑混合使用，務求「一次過洗邋遢」。但這類
「雞尾式」清潔劑，正是隱形「化學毒氣彈」。早前本局
舉辦的化學品安全研討會中，勞工處高級職業環境衛生師
張漢中先生、香港消防處署任助理消防區長(危險品課)關志
江先生、香港大學安全事務處處長侯嘉敏博士及香港化學
會委員林漢華教授為我們講解安全處理化學品的貼士。

  為推廣安全使用化學品要點，職安局更舉辦「化學品
安全吉祥物設計比賽2016」。小學組冠軍由保良局志豪小
學的邵皓謙同學獲得，邵同學以《西遊記》中主角孫悟空
作為創作靈感：「無論大家身手幾靈活，使用化學品時要
注意安全！」獲獎的吉祥物將成為化學品安全親善大使，
推廣化學品工作安全！

小學組冠軍邵皓謙同學以《西遊記》
中主角孫悟空作為創作靈感

小學組冠軍

中學組冠軍

公開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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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頻 道

預防手部
或前臂腱鞘炎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屬本港《僱員補償

條例》中須補償職業病的其中一種。曾有員工

在長時間使用電腦後，右手手腕有疼痛的情況

出現，後來痛楚逐漸加劇，不但在操作電腦時

感到疼痛，在做一些日常動作時，如扭毛巾、

拿茶壺等，都感到痛楚和乏力，令到日常生活

亦大受影響，所以大家對這種職業病絕對不能

輕視。

定義

  大家對「腱鞘炎」可能比較陌生，其實我
們較熟悉的「網球肘」和「哥爾夫球肘」就是屬
於這類職業病。腱（俗稱「筋」）是一種用作
連接肌肉和骨的纖維組織。而腱則被腱鞘（俗
稱「筋膜」）包圍着，腱鞘為腱提供保護和潤
滑的功能，令腱在腱鞘內可以自由滑動。但重
複和過度的肌腱活動會導致腱和腱鞘因磨擦而
引致創傷性發炎，亦即稱為腱鞘炎。「手部或
前臂腱鞘炎」就是指在手部或前臂部位（包括
手肘）患上腱鞘炎。

成因

  不同行業的員工都有可能患上「手部或前臂腱鞘
炎」，例如資料輸入員、裝配員、收銀員、維修工
人、廚師等。總括來說，如果工作涉及以下的工作性
質，便有機會患上腱鞘炎：

•急速及重複的動作
如員工需要經常重複及急促地使用同一組肌腱，令
該部位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便有機會引發腱鞘
炎。例如廚房工人需要屈曲手腕並維持重複用力的
切肉動作、或裝配員手部經常維持一個重複的包裝
動作等。

•不良的工作姿勢
如員工工作時需要手腕屈曲、手臂扭動、手臂提升
或工作間的設計未能配合使用者，令他們需以不良
的工作姿勢進行工作，導致腱鞘炎的可能性亦會提
高。例如電腦操作員長時間使用鍵盤及滑鼠、或維
修工人使用手工具進行維修工作時，使用不正確的
工作姿勢等。

•突然及過度用力
如員工需要在工作時突然用力處理較重的物件，均

有機會增加患上腱鞘炎的機會。例如搬運工人
手部經常用力提舉重物、或理貨員的工作需要
用手抓緊或握著物品等。

•長時間維持同一工作姿勢
當長時間從事單一的工作，以致同一組肌肉和
關節長時間活動而未能得到足夠的休息。例如
資料輸入員的工作經常保持固定手部及重複的
打字動作、或收銀員需要長時間維持同一手部
姿勢如收銀動作等。

肌腱

腱鞘

腱鞘膜炎

腱鞘纖維
組織增厚

健康頻道－預防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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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及前臂伸展運動

症狀及治療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主要症狀是在受影響部
位出現紅、腫、灼熱、疼痛或因乏力而導致活動能力
下降。如懷疑患上腱鞘炎應立即求醫作進一步治療。

預防方法

改善工作場所的設計
•應善用可調校高度的枱椅來配合工作，來盡量避

免前臂過度伸展、手腕屈曲及扭轉等動作；
•注意工作間的設計，將工作需要的物件集中在可

觸及的範圍內，盡量避免肌肉過度伸展；及
•提供輔助工具協助搬運較重的物件。

良好的工作姿勢
•採用正確及自然的工作姿勢，應盡量避免容易損

害肌腱的動作如手腕屈曲或扭轉等動作；
•避免過度用力及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動作；
•根據工作性質選用適當的手工具和設備，減輕緊

握物件時肌肉所發的力度；及
•使用的工具要配合員工的工作性質和體型。

改善工作的安排
•間歇轉換工作崗位或工作性質，以減少勞損，如

工作流程緊密，需要急速地完成工作，便應
考慮分工的安排，以免集中一個崗位的

負擔；
•編排輪流作不同的工作，也

可減少固定或重複動作，
如需長時間打字，應安排
其他文書工作來增加工作
的多樣化；及

•盡量善用機器輔助工具如
手推車來搬運重物，減低
手部肌腱的負擔。

動作一
1. 雙 手 手 指 盡 量 伸 展

5 -10 秒，然後慢慢
放鬆

2. 緊握雙拳 5 -10 秒，
然後放鬆

3. 重複以上動作 10 次

動作二

1. 右手伸直，指尖向上，左手
前掌橫置於右手掌，向身
體方向施壓，直至前臂感
到輕微拉扯，維持10秒。

2.右手伸直，指尖向下，左手
前掌橫置於右手掌，向身體
方向施壓，直至前臂感到輕
微拉扯，維持10秒。

3. 重複以上伸展3次，換手再
進行以上動作。

4. 注意：切勿用力向指尖施壓。  

作息的安排

•應定時安排適當的休息，紓
緩肌肉所積聚的疲勞；及

•頻密而短時間的休息更為
有效。

伸展運動

•工作前或休息時段進行，
可進行手部及手指伸展運
動，預防肌肉勞損，讓手
部得到休息。

參考資料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簡報》
www.labour.gov.hk/tc/osh/pdf/Bulletin2015_TC.pdf
www.labour.gov.hk/tc/osh/pdf/OSH_Statistics_
2015_2016_1Q_TC.pdf

勞工處《職業病個案實錄－腱鞘炎》
www.labour.gov.hk/tc/public/oh/Tenosynovitis.pdf

勞工處《你認識腱鞘炎嗎?》
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h/ Tenosynovitis.pdf

健康頻道－預防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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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能量的一種，可以經由例如空氣、液體和固體等媒介快速傳遞。當聲音於空氣
中傳遞，大氣壓力會循環變化。例如當彈奏結他時，弦線會令空氣粒子振動並於空氣
中產生聲波，身處結他附近的人的聽覺因而會被聲波觸動，繼而聽到產生的聲音。

  或許有人會覺得晚上的雨聲十分煩擾，讓人難以入睡；但同時可能亦會有人覺得雨聲
就像一首美妙樂曲，催人入眠。雖身處同一處境，但對雨聲的感覺卻因人而異。有人認為
是音樂，亦會有人覺得是噪音。但如果以科學方法量度當時雨聲有多「大」或「細」，就
可客觀地辨別差異。今期「職安健科學」將為讀者講解聲音的強度如何定義。

  強的聲音有較大的聲壓，弱的聲音聲壓則較小。壓力和壓力變化的量度單位為
巴斯卡（縮寫為Pa）。其定義為牛頓 / 平方米（N／m2）。人類的耳朵能感應的聲壓範
圍很大，正常人能夠聽到最微弱的聲音叫作「聽覺閾」，具有 20 個微巴斯卡（縮寫
為 μPa ）的壓力變化，即 20x10-6 Pa（百萬分之二十巴斯卡）。在非常嘈吵的情況下，
能產生很大的壓力變化，例如一架太空穿梭機在發出最大馬力時能在近距離產生大約
2,000,000,000μPa 的聲壓。由此可見，如用帕斯卡（Pa）來表達聲音的強度，我們將要
處理小至 20 大至 2,000,000,000 的數字。而除了以巴斯卡（Pa）來表達聲音的響亮度
外，較為容易表達方法是用「對數標度」（Logarithmic Scale）表達，以 10 作為基數。

縱波

壓縮區
稀疏區

波峰

波谷橫波

圖一：
聲音的傳播

  分貝（Decibel ）是量度兩個相同單位之數量比例的單位，主要用於量度聲音的強
弱。使用分貝（dB）的標度可以令我們更簡單地以對數標度去處理範圍較廣的數字。分
貝（dB）的英文為 Decibel，其詞冠來源於拉丁文 decimus，意思為十分之一，Decibel
就是十分之一貝爾。標度分貝（dB）沒有單位，它是用來表示一個值與一個參考值的
對數比。分貝（dB）以「聽覺閾」，即 20 μPa 作為參考聲壓值，並定義該聲壓水平為 0
分貝（dB）。而且我們耳朵對聲壓高低的感覺，亦與分貝的大少值十分脗合，可以參考
圖二的比對表。

  聲壓級數（縮寫為 SPL 或者 Lp ），單位為分貝（dB），可經由以下算式求得，分貝
值愈高代表聲音愈大。

聲壓級數(dB) = 20 log10

量度到的聲壓
參考聲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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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聲壓級數（分貝）和
聲壓（微巴斯卡）的比對表

  而在僱員的職安健方面，每日個人噪音暴露量(LEP,d)是以工作場地的平均噪音水平及身處其中的時間而
定，即在整個工作日中所受到的總噪音暴露量，而其未戴上任何聽覺保護器的情形。測量工作噪音是用A-加權頻
率網絡，因為它相等於人耳的頻率反應，同時也與噪音所導致的失聰有密切的相互關係。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作噪音）規例》界定了三個措施聲級，分別是：
1.  初級措施聲級－個人每日受到達 85 分貝 (A) 的噪音暴露量影響
2.  二級措施聲級－個人每日受到達 90 分貝 (A) 的噪音暴露量影響
3.  頂級措施聲級－峰值聲音壓力水平達 140 分貝或峰值聲音壓力達 200 帕斯卡的噪音 (峰值聲音壓力是指聲波

的最高壓力，例如由一具彈葯推動打釘工具所發出的最高聲音脈衝壓力)

  此規例規定當有在工業經營工作的僱員可能身處於初級措施聲級或以上的噪音環境時，東主須採取相應措施
保護以僱員的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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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

  除了能以更簡單的數字去表達聲音的響亮度外，用對數標度來表達聲音的另一
優點，是對數標度能模仿人類耳朵對聲音的反應，因為人類的聽覺反應是基於聲音
的相對變化，而非絕對變化。

參考資料：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作噪音)
規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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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被從
貨車式起重機抓斗

掉下的混凝土
組件撃中

A WORKER WAS STRUCK 
BY A FALLING CONCRETE SEGMENT 

DISPLACED FROM THE GRAB 
OF A LORRY-MOUNTED CRANE

  一名模版工人 (下稱死者) 在建築地盤內行經一輛
貨車式起重機的抓斗下方時，被從抓斗掉下的混凝土
組件擊中。死者被擊中後墮進旁邊坑道及身體多處受
傷，在同日較後時間傷重不治。

事故概要 

       事發情況

  死者在意外發生時，從車輛通道出入口前往地盤
邊界執行任務。期間，該輛配置了抓斗的貨車式起重
機停泊在車輛通道出入口附近，並由一名起重機操作
員操作清理旁邊坑道內的建築廢料。在一次操作期
間，抓斗正夾起一件混凝土組件移送至貨車車斗，然
而突出的混凝土組件卻意外地撞及車斗頂端並且從抓
斗移位掉下。當時正途經抓斗下方的死者被掉下的混
凝土組件擊中，並與混凝土組件一同掉進坑道而導致
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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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貨車式起重機上沒有標示「安全操作負荷」。根據
有效檢驗證書上顯示，該部起重機的安全操作負荷
為 0.8 噸。然而，混凝土組件經量度的重量為 0.92
噸，超出了起重機的安全操作負荷。另外，該混凝
土組件過大和過長以致抓斗未能完全將它抓住。因
此，抓斗或未能將混凝土組件夾穩以防止其意外移
位。該輛配置了抓斗的貨車式起重機並不適合作如
此的用途。

2. 該貨車式起重機的吊臂的垂直移動受制於天花的高
度，負荷物與鄰近固定設施 (例如:天花及貨車車斗邊
緣)相撞的風險很高及是可以預料的。因此，該意外
地點的建築廢料清理工作是不適合以貨車式起重機
進行。

3. 在操作貨車式起重機時，操作員身處的位置未能察
覺死者正朝貨車方向前行。現場亦沒有派駐訊號員
協助該起重機操作員。

4. 該起重機的控制桿上沒有標記，操作員有可能在意
外發生時操作了錯誤的吊臂或抓斗控制桿。

5. 意外現場的車輛通道入口，是工人往返街道的主要
通道。然而，該貨車式起重機的吊運區域並沒有被
圍封以防止有人進入；鄰近範圍亦未有設置警告告
示，通知工人有關建築廢料清理工作正在進行中，
亦沒有為清理建築廢料工作安排監督。

1.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7J(1)(b) 條—起重機械的擁有人在其起重機械使用
前，須確保將被該起重機械升起或降下的負荷物的
每一部分均充分地穩固着，以防止因負荷物任何部
分滑脫或移位而對任何人或財產造成危險。

2.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11(1) 條—起重機械的擁有人須確保其起重機械不
得使用，除非其上以中英文清晰易讀地標明當其時
適用於該起重機械的安全操作負荷，並有一適當標
記，以使其別於其他同類機械。

3.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第
12條—起重機械的擁有人須確保如其起重機械的負
荷超過最高安全操作負荷，即不得使用。

4.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
第 16(2)(b) 條—起重機械的擁有人須確保其起重機
械不得使用，除非用以控制該起重機械任何部分的
操作的每一控制桿、手掣、開關掣或其他裝置本身
或其毗鄰位置，已有清晰標記顯示其用途及操作方
式。

        建議預防措施

  須為建築廢料清理工作提供及維持一個安全工作
系統。工作系統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1.須在進行建築廢料清理工作前作出風險評估，使能
夠選擇適當的起重機械 ／作業裝置，及在合適的地點
進行吊運工作；

2.應將地盤內的行人及行駛中的車輛和操作中的起重
機械 ／作業裝置適當地隔離；

3.應在當眼位置張貼警告告示及設置適當的圍封，以
防止工人進入吊運區域；

4.起重機控制桿上須有適當而清的標記，以顯示其
操作模式；及

5.吊運操作應在曾接受相關訓練及擁有實際經驗的合
資格人士直接監督下安全地進行。

        相關適用法例

     調查結果 起重機械操作
危險請勿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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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ident

         Circumstances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Prevention Recommended

           Applicable Legislation

  A formwork worker (the deceased) was struck by a concrete segment which 

fell from the grab of a lorry-mounted crane in a building site while he was walking 

underneath the grab. The deceased then fell to an adjacent trench and sustained 

multiple injuries.  He passed away later on the same day.

  At the time of accident, the deceased intended to go to the site boundary 

via the vehicular entranc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building site to perform his 

task. Meanwhile, the lorry-mounted crane equipped with a grab was stationed 

near the vehicular entrance and was being operated by a crane operator to clear 

debris from an adjacent trench.  In one operation while a concrete segment was 

being clamped by the grab to the carriage of the lorry, the protruded concrete 

segment accidentally collided with the top edge of the carriage and displaced 

from the grab.  The deceased, who was just passing underneath the grab, was 

struck by the falling concrete segment.  He then fell to the trench together with 

the concrete segment, resulting in his death.

  A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debris clearing work sha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he system of work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Risk assessment shall be conducted prior to the debris clearing work 

to enable the selection of the suitable lifting appliance/plant and the 

proper location for the lifting operation;

2. Pedestrians within the site should be properly segregated from moving 

vehicles and lifting appliance/plant in operation;

3. Warning notice should be displayed at prominent locations and suitable 

fencings  should be erected to prevent workers from entering the lifting zone;

4. The control levers of the crane shall be suitably and clearly marked to 

show their mode of operation; and

5. The lifting oper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safely under the direct 

supervision of a person who is competent by virtue of his substantial 

train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work. 

1. No marking of safe working load was found on the lorry-mounted crane. 

According to the valid certificates, the safe working load of the crane was 

0.8 ton. However, the concrete segment was weighed 0.92 ton which 

exceeded the safe working load of the crane.  Besides, the concrete 

segment was large and long and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held by the 

grab.  Therefore, the grab might not securely clamp the concrete segment 

against any inadvertent displacement.  The lorry-mounted crane equipped 

with a grab was not suitable for such purpose.

2. The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jib of the lorry-mounted crane was confined 

by the headroom of the ceiling of the ground floor.  The risk of the load 

to collide with the nearby fixtures, such as the ceiling and the edges 

of the carriage of the lorry, was high and foreseeable. Therefore the 

debris clearing work at the place of the accident was not suitable to be 

conducted by means of a lorry-mounted crane.

3. While operating the lorry-mounted crane, the operator was in a position 

that he did not aware the deceased was walking towards the lorry.  No 

signaller was stationed to assist the crane operator.

4. There were no markings displayed on the control levers of the crane. The 

crane operator might use the wrong control lever to operate the jib or the 

grab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5. The accident scene was a common passage for workers to and from the 

street via the vehicular entrance.  However, the lifting zone of the lorry-

mounted crane was not fenced off to prevent persons from entering it.  

No warning notice was displayed in its vicinity to inform workers that 

debris clearing work was in progress.  No supervision of the debris 

clearing work was in place. 

1.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Regulations, Regulation 7J(1)(b) - The owner of a lifting appliance 

shall, before it is used, ensure that every part of any load to be raised or 

lowered by the lifting appliance is adequately secured so as to prevent 

danger arising to persons or property as a result of the slipping or 

displacement of any part of the load.

2.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Regulations, Regulation 11(1) - The owner of a lifting appliance 

shall ensure that the appliance is not used unless the safe working load 

for the time being applicable to the  appliance is clearly and legibly 

marked on i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ogether with an appropriate mark 

to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similar appliances.

3.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Regulations, Regulation 12 - The owner of a lifting appliance 

shall ensure that it is not used if it is loaded beyond the maximum safe 

working load.

4.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Regulations, Regulation 16(2)(b) - The owner of a lifting appliance 

shall ensure that it is not used unless every lever, handle, switch or 

other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operation of any part of the appliance 

has either on or adjacent to it clear markings to indicate its purpose and 

the mode of operation.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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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工作的重要性
概要
   2015年7月的一個下午，一艘內河船抵達新油麻
地公眾貨物裝卸區，靠泊至一艘躉船旁，準備利用躉
船上的起重機將船上的貨櫃裝卸到岸上。下午約4時30
分，內河船上的四名船員為一隻位於第三層的貨櫃扣
上吊索後，開始從該貨櫃頂部攀爬而下。就在他們沿
貨櫃邊緣爬往下層貨櫃時，一名船員被一條正在擺動
的吊索打中，墜到下層的貨櫃頂上。該名船員左腿因
而受傷，並需送院治理。

事發詳情
  2015年7月的一個下午，一艘內河船從國內駛抵香
港。下午約3時，該艘內河船到達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
卸區，靠泊至一艘躉船旁。內河船需要將船上的貨櫃
裝卸到岸上，然而卸載行動並沒有立即開始。下午約
4時，卸載行動開始。內河船上的貨櫃開始被躉船上的
起重機逐一吊運至岸上。內河船派出四名船員執行掛
鈎工作；在貨櫃起吊前，船員們需要將吊索扣到貨櫃
的四隻角落。

圖(一) 事發現場

躉船

內河船

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

吊索

起重機操作員

三層高的價櫃

二層高的價櫃

其他船員

船員被吊索打中
後墜下到二層櫃
櫃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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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

  約下午4時30分，為了將一隻位於內河船船艙左
前方第三層的貨櫃吊到岸上，內河船船員開始將吊索
扣到貨櫃的四隻角落，然後爬住下層的貨櫃頂。四名
船員選擇沿貨櫃旁邊攀爬而下。在其中一名船員準備
沿貨櫃右前方爬往下層之際，他的胸口被一條擺動中
的吊索打中；該名船員失去平衡並墜到下層的貨櫃頂
上，其左腿因而受傷，無法自行站立。

意外分析
是次意外調查發現：

1. 內河船上的卸載行動工程督導員，同時為該船船
長，他亦是當時的掛鈎員之一。

2. 內河船船長在行動中擔當數個角色，包括工程負責
人、工程督導員及掛鈎員。

3. 掛鈎隊伍四人中有三位並非持有有效的船上貨物處
理安全訓練證書。

4. 內河船船員沒有使用適當的方法爬下第三層的貨櫃
頂。

5.  工程督導員(及各船員)未能察覺擺動中的吊索可帶
來的危險。

安全建議

1. 所有參與處理船上貨物的人，均必須接受船上貨物
處理基礎安全訓練及定期再培訓。

2. 工程督導員應盡量避免參與處理貨物的勞動工作，
方可從旁觀察，若工作環境因素突變，才可即時向
執行處理貨物工作的隊伍發出安全警示。

3. 如若在兩個不同高度的工作地方往來，應安排適當
及安全的來往通道。

適用法例

1)《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第548I章) － 第54
條第1節規定「任何人除非已持有有關安全訓練課
程的有效證明書或處長認可的其他關乎安全訓練的
證明書，否則不得進行貨物處理。」

2)《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第548I章) － 第61
條第1節規定「如任何受僱人須在本地船隻上堆叠
的貨櫃頂進行貨物處理，則須提供安全通道以供該
人用以往返該等堆叠的貨櫃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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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或藉本地船隻進行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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