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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新年伊始，謹代表職安局及編輯部祝綠十字讀者
在新一年有更好發展，工作順利平安，身心健康。在
新的一年，我們希望和各界一同提升香港的職安健表
現，向零傷亡願景進發。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已持續一整年，為香港經濟
民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抗疫期間，戴口罩已
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僱
員而言，長時間佩戴口罩工作，或會令其感到侷促不
適而除下口罩或錯誤佩戴（例如露出鼻子），增加感
染風險。今期綠十字有專題介紹影響口罩過濾效能及
佩戴舒適度的因素，讓個人或機構在採購口罩時，除
考慮過濾效率，能兼顧其透氣度和呼吸舒適度，減輕
員工戴口罩開工時侷促及不適情況。

  另一方面，我們亦明白疫情對不同企業帶來衝
擊。為了支援中小企在當前疲弱的經濟環境下落實職
安措施，局方在2020年年中大幅調升九個中小型企業
職安健資助計劃的資助額，甚至提供全額資助。這個
「加碼」的資助計劃將延續至2022年3月；同時，局方
亦推出多個免費課程，供受疫情和經濟下行嚴重打擊
中的飲食業、零售業、酒店及旅遊業人士報讀，其他
行業中小企的學費優惠亦有所提升。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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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衍生了我們工作的新常態，局方自2020年
3月起開始採用網上會議工具進行網上授課，舉辦網
上講座和研討會，在疫情下繼續傳遞職安健知識。
一年一度的建造業安全大獎分享暨頒獎禮，成了局
方首個大型網上頒獎禮，我們感謝羅致光局長、勞
工處、多個政府部門、業界、商會工會及專業團體
對是次項目的鼎力支持和參與。分享會上，金獎機
構分享了他們的最佳職安健實務經驗，今期綠十字
亦有報導介紹。

  疫情下，可能大家宅在家的時間多了，容易久坐
不動。職安局最新推出《平安郁體能活動推廣》，邀
請了藝人黃建東及黃媽媽拍攝一條《平安郁》的歌舞
短片，生動有趣地演繹不同行業的員工，透過輕鬆的
音樂和簡易運動，鼓勵大家郁多啲，健康啲！

  2020年發生多宗涉及高風險工序的致命工作意
外，情況令人關注。今期《綠十字》會提提大家有關
裝修維修和吊運等高風險工序的安全要點，加強大家
消除風險的意識，令注重工作安全和健康成為常態。
相信新的一年大家只要守護好安全和健康，難關再難
亦會關關過！

職安健訓練課程手冊
https://bit.ly/3mBco7P

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
https://bit.ly/3haaERX



企得多坐吓　坐得多郁吓

期望激勵大家一齊跳

  打工仔每日大半清醒時間都在工作，
某啲行業需長時間坐或站着工作。企得
多，會導致肌肉疼痛疲勞及腳部長期受
壓，要預防就要定時坐低休息一下，多做
鬆弛腳部的伸展運動；坐得多，除了容易
引致肥胖問題，還會增加患上慢性疾病風
險，例如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等。所以要
「多郁動」！

  Derek表示：「『平安郁』是我首部
原創作品，親自作曲、填詞及編舞，希望
大家可以一邊聽歌、欣賞短片同時，一起
跟著郁多D！」他認為做運動不一定要在
健身室或運動場，任何地方都可以。

  Derek媽媽補充：「大家不妨乘車時
提早一個站下車，再步行到目的地。亦可
與朋友一起Window Shopping，行完這個
Mall再行另一個Mall，也不錯呀！」

「平安郁」宣傳短片

    為鼓勵各行各業的員工返工時多郁動，職安局邀請了藝人黃建東(Derek)夥
拍黃媽媽Diane製作名為「平安郁」的宣傳短片。兩母子親身示範在不同行業的
工作地方進行的簡易伸展運動，身體力行鼓勵大家郁多啲。

希望這段宣傳短片可
以 感 染 到 大 家 一 齊
跳，就算返工的時候
都可以跟同事一齊郁
多啲、健康啲。

藝人黃建東為職安局拍攝「平安郁」宣傳短片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
 「零時間運動」小貼士

https://bit.ly/3gM3thV

抗疫好心情資訊站
https://bit.ly/34ToJzj

零時間運動網上講座
(完整版)
https://bit.ly/3izpMIh

03GREEN CROSS VOL.30 NO.4



由職安局及勞工處合辦，教育局支持，一年一度的「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旨在透過競賽，
加強各行各業及公眾人士對職業安全的認識，提升本港的職安健水平。「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2020」企業機構組及團體工會組總決賽、學生組「教育局盃」邀請賽及藝人邀請賽已於10月7
日在職安局青衣職安健學院圓滿舉行。今年為第28屆比賽，更是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本港
爆發以來，職安局舉辦的首個實體活動！為了保障各參賽者及工作人員的健康，職安局在賽前
及比賽期間，均嚴格執行多項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參賽者及工作人員在進入會場前量度體
溫、填寫健康申報表、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等。

為減少人群於比
賽場地聚集，今
年減省了同事和
親友到場打氣的
環節。雖未能現
身會場，入圍決
賽隊伍的同事朋
友都拍片為參賽
隊員打氣。

職安局主席陳海壽博士，
太平紳士頒發「職業安全
健康局盃」予企業機構組
冠軍「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的「安全至上」隊

進入比賽場地前，所有人士需要
在入口處填寫健康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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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支隊伍爭奪冠軍寶座 
  今年104支參賽隊伍來自不同界別包括建造業、物業
管理行業、資訊通訊業、公用事業等，遴選賽已於9月中
舉行。總決賽當日由遴選賽競爭出線的9支隊伍競逐「職
業安全健康局盃賽」、「職業安全健康局盾賽」及「職
業安全健康局碟賽」的冠、亞、季軍殊榮，同日亦舉行
學生組的「教育局盃」邀請賽。決賽設有多條多元化題
目，包括動作題及圖片題等，考驗參加者對職安健各方
面的認識。為增加比賽的難度，今年還新增了「有口難
言」題，參加者需要在沒有說話的情況下，透過動作表
達答案，為比賽增添刺激又有趣的氣氛。

  經過緊張刺激的比賽，最後由來自「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的「安全至上」隊勇奪企業機構組「職業安全健
康局盃賽」冠軍殊榮。至於「職業安全健康局碟賽」則
由同公司的「職安同盟」隊奪冠。而團體 ／工會組「職
業安全健康局盾賽」的冠軍是來自「聖言中學校友會」
的「峻德」隊，而學生組「教育局盃」邀請賽亦由「聖
言中學」隊封王。

藝人小占及 Helen 示範適合等候巴
士時進行的「零時間運動」，包括
例如站立時伸展腰部。「零時間運
動」的好處是不受時間、地點、器
材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

勞工處助理處長胡偉雄先生，太平紳士頒
發「職業安全健康局盾」予團體 ／工會組
冠軍「聖言中學校友會」的「峻德」隊。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2020 得獎名單

https://bit.ly/2FsAz90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全方位學習) 
許承恩博士頒發「教育局盃」予學生組邀請賽冠軍「聖言中學」隊。

藝人比拼職安健知識 
  參與藝人邀請賽的藝人包括駱振偉 (Thor)、
陳俞希 (Hailey)、曾贊學 (阿神) 等比拼職安健知
識，氣氛歡樂熱鬧。

Thor (右三) 表示關注「好心情@健康工作間」，
他認為藝人亦需要保持愉快心情及正向心態。除了心理
健康外，他亦十分重視身體健康，例如每天都會進食適
量蔬果，以保持腸道健康。 職安局高級顧問許

家友先生 (右一) 於
藝人邀請賽講解正
確配戴全身式安全
帶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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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路橋工程的得獎施工方案是於海樁上安裝預制樁帽外殼，替代
傳統工序中有機會要進行的高風險水底燒焊工作，或建造涉及大量吊
運、燒焊工序及高空工作的海上圍堰工程。中國路橋工程採用創新的預
制圓柱形鋼圍堰，代替傳統的水底燒焊及建造海上圍堰工程，除了可消
除上述兩項工序所涉及的安全隱患外，亦可縮短施工期。每次會先將鋼
圍堰套入一支海樁，安裝完成後會插入海床層；之後再使用水泵抽走鋼
圍堰內的海水及通風，並設置海水水位警報器，讓工友可於鋼圍堰內安
全乾爽的環境下工作，而鋼圍堰亦設有上落樓梯及活動工作台，方便工
友工作。另一方面，拆卸鋼圍堰時間短，只需約半小時，因此可因應惡
劣天氣作出快速應變。

「最佳施工方案」金獎：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 主橋及相關工程

建立良好施工方案 提升海上建築安全

第二十一屆建造業安全大獎－
網上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由職安局及勞工處主辦及多個政府部門、商會、工會及專業團
體協辦的年度建造業界盛事 ─「建造業安全大獎」已圓滿舉辦；今
年因應疫情，為了減少人群聚集，分享會暨頒獎禮改以網上形式舉
行，這無阻業界對職安健的鼎力支持及關注，其中不同獎項的金獎
得主更分享了他們的最佳職安健實務經驗。

創新的預制圓柱形鋼圍堰可消
除安全隱患及縮短施工期。

興建中的將軍澳跨灣連接路主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頒獎予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內，14:27 - 23:01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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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建造業安全大獎 — 網上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利基 — SKEC聯營的安全文化由七個部分組成，除了常有的告知文化、匯報文化、學習文化、危害意識及
計劃文化、公平及關愛文化外，團隊加入了工地整理文化和創作與持續進步文化，並由工程地盤總管所帶領的
「安全文化創新小組」負責進行推廣及鼓勵前線監督、員工與工友一起積極參與。小組會研究如何加強保障工
友安全健康的措施，例如使用加裝了防撞通知的智能安全帽，當工友意外地進入機械設備，例如挖土機的操作
範圍之內，機手和工友會立即收到警報通知，從而減少意外發生。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內，37:01 - 45:37的內容。

  協興高度重視高處工作安全，並將高處工作安全作
為工地管理當中重要一環。工程設計管理團隊使用創新
建築方法 —「組裝合成法」(MIC)減低高處工作風險。透
過先裝後嵌的概念，先在廠房製造獨立組件，然後再運送
至地盤直接裝嵌。是次工程項目運用 MIC 於建造露天停車
場鋼結構系統及廁所工序等，大大減少工人需要於工地進
行的離地裝修或高處設施安裝等工作。另外，工地亦成立
高空工作關愛戰隊，透過製作安全推廣短片以及定期舉辦
不同的安全推廣活動，提高工友對高處工作的安全意識。

「安全文化比賽 — 最佳安全文化地盤」金獎：
利基 — SKEC聯營 — 中九龍幹線 — 油麻地西工程

鼓勵前線一同參與 共建安全文化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改善計劃」金獎：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 設計及建造啟德
稅務大樓工程項目

應用「組裝合成法」及安全培訓提升高處
工作安全 

工地設有員工生活休憩區，除了提供
充足的飲用水及通風裝置之外，亦提
供電視機及微波爐等設備。

自動噴霧控制系統會因應實時天氣自動
調節噴霧次數，有效降溫及減少塵埃。

勞工處處長陳嘉信先生，太平紳士頒獎予利基 — 
SKEC聯營代表。

透過影片提升工友對高處工作的意識。

採用組裝合成法(MIC)減少
工地高空工作的需要。

於虛擬實境高處工作訓練中，工友能體驗不同工作場景，例如模擬由
高處墮下及不安全使用梯具所引致的意外，從而提升安全意識。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
內，26:24 - 32:53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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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酷熱天氣下工作安全及保障員工健康計劃」金獎：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 屯門54區1及1A房屋署地盤

評估風險及積極採取 預防中暑措施

「最佳職安健維修及保養承建商」金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 香港建造學院(九龍灣、葵涌及上水)
裝修及維修工程

應用創新科技及機械設備提升工程安全

使用遙控拆卸機械人進行拆卸牆身工序，不用搭建工作
台，避免人體從高處墮下的危害，工友亦可遠離拆卸工
序位置進行工作。

  有利的管理層在開工前先評估各相關工序的潛在
風險，制定工作安全措施和指引，確保工友有足夠培
訓，從而在工作前得悉各項潛在危險，並做好安全措
施。安全措施主要包括：使用遙控機械人協助拆卸牆
身、於牆身鑽孔及搬運物料等，避免工友進入危險區
域或進行較危險的工序。另外，為防止任何人隨意打
開孔洞的覆蓋板而造成人體從高處墮下的危害，有利
建築有限公司於孔洞安裝活動孔洞覆蓋板，並使用無
線射頻辨識(RFID )系統管理覆蓋板的開關，避免未經
許可開啟覆蓋板。

  安保根據建造業議會酷熱天氣下的工作指引進行
風險評估，以識別潛在熱壓力的工序，然後實施相應
安全措施，包括在工作位置附近，例如於樓面對下三
層(N-3)設置休息區；工地設置酷熱天氣警報器；提
供足夠清涼飲用水、派發電解質沖劑、涼茶及水果；
設置代替傳統貨櫃架步的工人休息室、冷氣飯堂及冷
熱水沖身室等等，以幫助工友預防中暑及消暑降溫。

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時，設置在工地出入通道的酷
熱天氣警報器會響起，提醒工友多飲水及休息。

提供舒適的工友休息室，設有冷氣飯
堂，代替傳統的貨櫃架步。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
內，1:02:01 - 1:10:25的內容。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
內，50:31- 58:39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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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建造業安全大獎 — 網上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最佳挖土機操作安全改善計劃」金獎：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 港燈南丫發電廠12號廠擴建地基工程

善用RFID監察系統預防挖土機意外

虛擬實景安全培訓套件讓工友感受地
盤虛擬環境，了解挖掘工序相關危險
及安全措施。

於發電廠「輸煤帶」支柱低位
位置裝上RFID標籤，避免挖
土機與設備發生碰撞，防止發
電廠發生嚴重事故。

以南丫島發電廠工地挖土機操作實景作藍本
的虛擬實境(VR)安全培訓套件。

「第二十一屆建造業安全大獎」
得獎名單︰

https://bit.ly/2Hy3gCw https://bit.ly/csd_award https://bit.ly/2VYJAeV

「網上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電子場刊︰

「網上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足本播放︰

  為預防挖土機意外，新利在挖土機工程施工前會先完成風險評估，制定及採用合適的安全措施。
除了安排訊號員看守挖土機外，每部挖土機亦裝設「RFID 監察系統」，同時，工友安全帽上亦安裝了
「RFID 標籤」，當工友進入「危險區域」時，系統就會發出警號警告機手停機。另外，在接近發電廠
「輸煤帶」支柱低位位置亦裝上「RFID 標籤」，避免附近的挖土機與設備發生碰撞，防止發電廠發生嚴
重事故。RFID 監察系統亦會在挖土機與挖土機距離太接近時發出警號，避免機械發生碰撞。

感謝以下機構贊助「第二十一屆建造業安全推廣活動」

銀組

白金組 金組

機構獲獎及分享片段，可瀏覽頒獎典禮足本重溫內，1:14:45 - 1:22:15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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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維修安全
家居維修陷阱
你要知
無論是新居入伙或舊屋翻新，不少市民都會疑惑應如何
選擇裝修維修公司。早前職安局舉辦「裝修維修安全：
家居維修陷阱你要知」網上講座，邀請消費者委員會及
香港保險業聯會與大家拆解一些家居裝修常見爭議及保
險問題，而勞工處及職安局亦分享裝修維修的職安健注
意事項及如何選擇合適的裝修維修承建商。

Q1
選聘裝修公司時有
哪些常見陷阱？消
費者有甚麼需要特
別注意？

  消委會平均每年接獲約300宗裝修及家居維修工程的投訴，2020年首9個
月已錄得186宗。很多投訴個案都與工程延誤、工程質素欠佳，以及後加費用
有關。

  為避免誤墮家居裝修陷阱，耗費精神及時間與裝修公司斡旋，蒙受損
失，市民在選聘裝修公司時應小心謹慎，特別需訂立清晰的合約，內容必須
詳盡才能得到保障。

個案分析：

張小姐委託B公司進行全屋裝修，合約列明該年8月完工，費用為17萬港元。惟同年10月張小姐向消
委會投訴，指工程錯漏百出，包括熱水爐接駁水喉不符合安全規格、鋁窗安裝不當等，導致入伙無
期。裝修公司更向張小姐追收不合理費用，例如採用較大面積的地磚，必須補付數萬元人工費等。
張小姐指出合約並未列出相關費用，公司亦未有向她事先知會，質疑收費欠缺依據，拒絕妥協。經
消委會介入協助後，最終張小姐要求B公司清理單位雜物，好讓她找其他公司跟進執漏，雙方達成
共識互不追究。

裝修維修安全　家居維修陷阱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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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選聘裝修公司及訂
立裝修合約時，應
該如何保障自己？

  不同規模的裝修公司在價格及
服務範圍上都會有差異，市民應該
預留時間研究及比較商譽。市民亦
可事先了解清楚將會採用的裝修材
料和質素，不妨貨比三家以獲得較
中肯的報價。若報價涉及「度尺
費」或訂金，市民應留意相關條款
及限制。

  此外，不論工程規模大小都應
在簽訂合約後才開始動工，合約內
除列明工程項目及費用外，也應詳
細列明竣工日期、按工程進度分階
段列出的應付金額、保養條款、保
險責任及項目更改等條款，也可要
求訂明工期延誤的賠償方案。

  市民也應該定期核對進度及費用，時刻與裝修公司保持溝通，並針對一
些經常引起爭議的項目，例如電掣數目和設置等，主動詢問費用的計算方
法，較理想的做法是以「白紙黑字」補充原訂協議。市民更可要求所有後加
項目需先作報價，以避免不必要的爭拗。

Q3
物業進行裝修維修
工程時，業主應購
買甚麼保險？

裝修維修工程一般涉及兩類保險：

  第一類是公眾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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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財物損失的法律責任。業主可以獨立購買合適
的第三者保險，亦可以請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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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公司加入為額外被保人
(Additional Insured)。

  第二類是勞工保險，工程公司必須為負責施工的員工購買適用於相關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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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也可請裝修維修公司在其勞工保險中加入條款，將業主加入成為工程委託
人 (Principal)，加強對業主的保障。

Q4
怎樣知道裝修維修
公司購買的保險是
否合適? 

檢查裝修維修工程保險注意事項：

• 在工程開始前，記緊要檢查裝修維修公司有否購買有效的第三者保險及勞工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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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查勞工保險保單的投保公司名稱與施工公司名稱是否相同、保單的有效
期、受保僱員人數及工作性質； 

• 在受保僱員職業一項，應清楚顯示包括進行工程的員工，例如棚架工程須
列明 「Scaffolding」(棚架) 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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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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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使用梯具進行離地
工作是否安全？

  根據勞工處的統計，建造業 (包括裝
修維修工程) 於2012年至2019年期間的工
業意外個案數目達27,692宗，意外調查後
發現，過半數涉及工人因安全措施不足而
從棚架或外牆等高處墮下，即使是從少於
兩米處墮下亦可能致命。

  裝修維修工作不時會涉及離地工
作，而工人可能會貪方便站在梯具上工
作。然而，窄身的梯級不利工人站於其
上進行工作和保持平衡，而且一般梯具
沒有圍欄等安全設施，工人容易失足從
梯具墮下，造成傷亡。因此工人進行離
地工作時，應使用合適的工作台例如流
動工作台或輕便工作台包括梯台或功夫
櫈，以提升工作安全。

  職安局及勞工處推出的「中小型企業改良版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為中小
企提供資助以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梯台或功夫櫈。

https://bit.ly/35YQ1mz

計劃詳情

計劃詳情

梯台    功夫櫈    

裝修有星　安全至醒

怎樣揀選裝修維修公司安全地進行工程？職安健星級企
業通過安全認證，安全又可靠，即刻上職安局網頁了解
更多！

https://bit.ly/3emDahU





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從業員之
職業安全健康調查報告  

背景

  在高樓密集的香港，升降機是
我們每天使用的重要運輸工具。升
降機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帶來
眾多便利，而升降機能夠無間斷地
為我們提供服務，全賴一班升降機
維修及保養從業員在背後默默地
付出。根據機電工程署 (下稱機電
署) 的資料，自《升降機及自動梯
條例》(第618章) 於2012年12月實

（上）

施並取代舊有條例後，註冊工程人
員數目亦由2012年的4,960名增至
2019年的5,735名，增幅約15.6%
。除註冊工程人員外，業內的一
般工程人員數目亦由2012年的639
名增至2019年的1,894名，增幅約
196.4%。一般工程人員經過相關
培訓及累積足夠經驗後，可申請成
為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

升降機工程主要嚴重事故

工人被夾於上升中的機廂
和樓層門頂之間

被移動物件或與移動物件碰撞，例如：

工人在槽內或槽底被下降
中的升降機擊中

工人被下降中的對重裝置
擊中

工人從樓層槽口墮下 工人從廂頂
墮下

人體從高處墮下，例如：

工人在機房掣櫃前檢查或維
修電力裝置時觸電

工人在機廂內進行電路維修
時遭受電擊

觸電或接觸到放出的電流，例如：

整 體 工 程 人 員 數 目 由 2 0 1 2 年 的
5,599名增至2019年的7,629名，
增幅約36.3%。而同期升降機及自
動梯數目則由68,826部增至79,124
部，增幅約15.0%。

  不少舊建築物內的升降機開始
逐漸老化，加上新建築物落成，以
及政府近年推出的「優化升降機資
助計劃」為舊式升降機進行優化工
程，這些因素都會對升降機的安
裝、翻新、維修及保養等工程的需
求大幅增加。面對如此大的工程需
求，如何確保升降機運作安全，以
及從業員在安裝、翻新和維修保養
升降機時的安全健康，確實是對這
行業的一項重大挑戰。近年香港發
生多宗致命的升降機工業意外，這
些意外都是在安裝或維修保養升降
機時發生的。作業期間的主要傷亡
意外包括工人從高處墮下、升降機
突然移動撞擊工人、工人觸電死
亡、工人身體被機械移動部份夾傷
或被物料下墮壓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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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從業員之職業安全健康調查報告 (上)



乘客不小心
使用

意外類別
2011

227

28

2

257

意外數目

  表1 顯示了機電工程署在 2011年至 2019年期間收到的升降機意外個
案數字。按機電署分類，升降機意外類別分為：乘客不小心使用 (如升降
機門打開或關閉時夾到手指)、升降機機件故障及涉及升降機工人。如表1
所示，升降機意外數字自 2011年起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由 257宗上升
至 2019年的 367宗。撇除由「乘客不小心使用」所引起的意外，由「升
降機機件故障」及「涉及升降機工人」所引起的年均意外數字分別為 12.1
宗及 3.4宗。

表1. 由2011年至2019年已報告的升降機意外記錄(機電工程署2020)

升降機機件
故障

涉及升降機
工人

總數

2012

262

21

1

284

2013

319

5

6

330

2014

437

4

5

446

2015

427

11

1

439

2016

411

11

6

428

2017

449

8

5

462

2018

387

15

2

404

2019

358

6

3

367

  現時本港針對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從業員工作安全狀況的研究和資料相
對匱乏，大眾對業界職安健生態的了解仍欠全面。有見及此，職安局希望
對這行業的職安健狀況進行探討，以了解從業員當前所面對的職安健問
題及挑戰，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改善建議，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綠十
字》將會分三期為大家簡述研究結果。前兩期會先報告研究背景、目的、
方法，及集中了解業界持份者的意見和看法，以及職安健問卷調查的結
果。而第三期將會對升降機維修及保養的嚴重工業意外個案進行分析，並
綜合多方面的研究結果，提出改善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工作安全的策略建議
和方向。

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1. 通過訪問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工作的持份者，了解業界對職安健的看法和
他們認為從業員所面對的職安健挑戰；

2. 透過問卷調查，探討本港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工作從業員的職安健狀況、
工作習慣、工作態度以及安全文化；

3. 收集死因裁判法庭中因進行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工作時意外致死的研訊報
告，找出共同的意外成因；及

4.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提出改善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工作的安全狀況的策略
建議和方向。

研究方法

  為達到上述目的，這次研究設
計主要包括三部分：一、諮詢業內
從業員的意見；二、進行職安健問
卷調查；三、分析升降機維修及保
養工作的工業意外個案。

▶ 諮詢業內從業員的意見
  為深入了解升降機維修及保養
工作從業員所面對的困難，我們收
集了業內不同持份者，包括資深從
業員的意見，了解他們有關現時業
界的職安健情況及推行職安健時所
遇到的挑戰 ／困難和相關建議等，
他們的專業意見可為本調查提供寶
貴資料。

▶ 職安健問卷調查
  職安健問卷調查主要是透過邀
請註冊升降機承辦商，以面對面的
形式進行訪問。如部份未能安排到
訪的承辦商，則透過電郵或郵寄方
式發出問卷，並在完成後收回。

15GREEN CROSS VOL.30 NO.4



問卷分為四部份：一、職業及個人
背景資料；二、安全訓練及工作情
況；三、安全文化及態度及；四、
引致工作意外或發生事故的因素。
受訪對象包括升降機維修及保養行
業的前線工程人員、管工、監督、老
總，以及工程師及專業管理人員。

▶ 死因研訊報告分析
  為深入了解從業員於工作時發
生意外的成因，是次研究向死因
裁判法庭收集了 6 宗與升降機維修
及保養有關的工業意外個案，這些
個案發生在 1999 年至 2009 年期
間。死因裁判法庭的研訊報告為是
次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提供了寶
貴的意外分析資料。死因研訊過
程考慮了來自多個範疇的資料和證
據，包括勞工處及機電工程署的
意外調查報告、證人供詞 (包括僱
主、同事、家人等) 和專家的分析
報告，以及其他證據。與民事訴訟
法庭的研訊不同，死因庭的研訊目
的是確定死亡原因及死亡時的環境
狀況，而不是著重查找過失、責任
或索取賠償。可以說，死因研訊
報告是經過法律的測試，並在死者
家屬和相關人士的見證之下所產生
的，它具有可靠性且值得參考。

研究結果

▶ 業界對行業職安健狀況的
 普遍看法
人手短缺：近年社會對升降機安
全、老化及維修問題愈趨關注，政
府亦為了優化舊式升降機推出了「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再加上新
落成樓宇眾多，以致業內人手需求
急增。此外，有業界人士反映現時
行業薪酬待遇欠吸引力，未能吸引
年青人入行，令業界存在人才流失
及青黃不接的問題。

升降機負責人／註冊承辦商未有給
予足夠的維修及保養時間：由於行
內人手短缺，從業員每日需保養升
降機數量非常多，加上升降機負責

人一般沒有給予足夠時間，以至每
部升降機例行檢查保養時間不足。
而且，保養期間工人不時需要處理
其他的緊急故障維修召喚，俗稱
「走Call及急修」。有業內人士坦
言，由於工作量太大，部份工程人
員可能只靠目測完成安全檢查，抹
油等保養程序亦未能做足，構成安
全隱患。

訓練內容欠規範化：機電署現時有
為業界設立工程人員的註冊制度，
只要申請者完成有關資歷及相關訓
練要求，以及累積一定工作經驗便
能申請成為註冊工程人員。註冊後
必須於續期的五年內完成最少30小
時的相關訓練以符合續期資格。然
而，現時對該30小時訓練課程的內
容只有概括的要求，未有指明訓練
課程內的安全訓練綱要及比重，加
上訓練可由註冊升降機承辦商以內
部訓練形式自行提供，以致課程內
容各有不同，質素參差不齊。

員工的不安全工作行為：除了工作
經驗不同，一小撮較年長及較資深
的從業員亦會因其陋習或貪圖一時
方便，低估進行一些高風險工作
時 (如井道內工作、機廂頂上工作
及帶電工作等) 的危險性，而忽略
遵從安全守則及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的重要性。他們甚至會因追趕工作
進度，沒有按概定的安全施工程序
進行工作，增加意外發生的風險。

未有為升降機維修進行針對性風
險評估：現時行業針對升降機維
修及保養工作的風險評估仍有不足
之處。有從業員反映公司根本沒有

規定怎樣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如
遇到一些特殊環境，施工方法往往
由現場工程人員自行决定，以致未
能按現場情況作出針對性的風險評
估，並制定適時的安全施工程序。
業界亦較少在開工前進行「危害識
別活動」及應用「指差呼稱」，以
致未能對現場工作環境及員工施工
前的精神狀態及關鍵工序進行最後
檢閱，消除人為失誤。

設備資源不足：部分屬中小企的註
冊升降機承辦商可能因缺乏資源，
為節省開支，減少對員工的設備資
源投放，令員工在施工時沒有採用
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甚至自備一
些不符合安全規格的工具 ／裝備進
行工作。

監督不足：根據機電署的《升降機
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註
冊承辦商、其註冊工程師或註冊工
程人員均有責任在升降機維修工程
時進行監督，並須顧及其個人及其
他在同一施工地點工作人員的安
全。惟有業界人士反映由於維修保
養工程日益增多，不少註冊承辦商
都面對人手不足的情況，雖然註冊
工程人員在工作現場可同時兼任執
行及直接監督的角色，以符合第
618章《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的
要求。惟部份承辦商忽略對工程整
體監督及管理的重要性，未有適切
履行《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
章6A條有關僱主的一般責任及提供
所需的監督，以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
康。結果令不少前線工程人員都在沒
有僱主足夠監督的情況下工作，增加
他們出現不安全工作行為的機會。

升降機負責人/註冊承
辦商未有給予足夠的

維修及保養時間

未有為電梯維修進
行針對性風險評估

設備資源不足
訓練內容欠

規範化人手短缺

監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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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問卷調查

▶ 受訪者的個人及職業背景資料

  是次調查的有效受訪人數為
966 名，當中近九成 (88.1%) 為前
線工程人員 (即技工 ／技術員、幫工
及學徒)、約一成 (8%) 為管工 ／監
督 ／老總及其餘為專業人員 (3.9%)
(如工程師及專業管理人員)。受訪者
較多為41歲以上 (59.4%)，而51歲
或以上的人數有近三成(29.3%)。工
作年資方面，較多受訪者於行業的
工作年資超過25年(35%)，但亦有
兩成多 (21.7%) 的受訪者只有1至5
年的行業工作經驗。工作天數及時
數方面，九成多 (96.1%) 受訪者需
平均每星期工作5天以上，而工作6
天以上的人約有一成多 (7.6%)。在
每天工作時數方面，工作於7小時但
不超過9小時佔大多數 (59.2%)，而
有近一成受訪者 (7.3%) 表示每日工
作超過10小時。

  絕大部份受訪者 (96.6%) 都
表示過去一年曾維修及保養過客
用升降機，當中以有機房升降機
最多 (62.8%)、其次為無機房升降
機 (45.6%) 及觀光𨋢 (16.7%)。近
九成 (89.3%) 受訪者擁有升降機註
冊界別的資歷，當中包括註冊升
降機工程人員 (86.1%) 及註冊升降
機工程師 (2.5%) 等資歷。而受訪
者擁有的升降機工程人員的註冊
工程類別最多為B級—保養工程
(97.2%)、其次為A級—安裝及拆
卸工程 (53.5%) 及C級—檢驗工程
(62.3%)。

▶ 受訪者的安全訓練

  超過九成半的受訪者表示，
受僱期間有接受由僱主 (註冊升降
機承辦商)提供的升降機訓練課程
(94.9%)，而該培訓內容有包括升降
機工作安全 (96.9%)。這些升降工
作安全培訓包括機械安全及動能控
制 (83.9%) [位置包括井道 (75.3%)
、機頂 (79.9%)、機槽 (79.4%)，

及機房輪轆(73.9%)]、高處工作
(74.9%)、電力安全 (63.3%)、人
力提舉 ／搬運 (55.9%)、安全吊運
(31.3%)、燒焊 (14.2%) 等。至於
被問到僱主所提供的安全培訓是否
足夠時，超過九成 (93.5%) 的受訪
者都表示足夠，而不同職位受訪者
所持的意見亦大致相同 (91.7% -
95.9%)。結果反映，大部份註冊升
降機承辦商都有向僱員提供升降機
安全訓練，無論前線員工、管工、
監督或老總和專業人員都認為相關
培訓所涵蓋的升降機工作安全的內
容是足夠的。

  然而，升降機的型號、種類
不同，從業員所需的維修及保養知
識和面對的安全問題亦不盡相同。
按《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
守則》要求，當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需要接管升降機的保養工作時 (即
接管非公司原廠升降機時)，應確
保公司具備所需技術、資源及取得
備用零件的能力，並取得需要保養
工作或服務的升降機的製造商的技

僱主有沒有提供額外的安全訓練維修
非公司原廠型號的升降機 (N = 892)

術支援。是次調查中，當被問到需
要維修非公司原廠型號升降機時，
僅約一半受訪者 (52.9%) 表示公司
有提供額外的安全訓練 (圖1)。在
回答「有」的受訪者中，較多表示
這些額外安全訓練主要是為「公司
自行提供該專門型號的升降機訓
練」(75.3%)、其次為「安排原廠
供應商提供該專門型號的升降機訓
練」(28.9%)及「公司將升降機改
裝，並提供改裝後的升降機訓練」
(25.2%) (圖2)。結果反映，當需要
接管保養非公司原廠升降機時，大
部份受訪者表示所屬的註冊升降機
承辦商主要是透過自行提供該專門
型號的升降機訓練予升降機工程人
員。是次調查結果顯示，約有七成
半 (74%) 的人認為僱主提供的額外
訓練能夠令他們有足夠能力維修非
公司原廠型號的升降機 (圖3)。若
從業員沒有足夠能力去維修及保養
非公司原廠型號升降機，他們實不
應貿然執行維修及保養工作，否則
發生意外的機會便會大大增加。

圖1. 受訪者維修非公司原廠型號升降機時的安全訓練

有

沒有

不適用

43.5%
52.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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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提供的額外安全訓練 (可選多於一項) 
(N = 425)

圖2. 僱主提供的額外安全訓練類別

安排原廠供應商提供該專門型號的升降機訓練

公司自行提供該專門型號的升降機訓練

公司將升降機改裝，並提供改裝後的升降機訓練

28.9%

75.3%

25.2%

2.4%

其他（如由原廠供應商人員帶領工作）

這些額外的安全訓練能否令他們有足夠能力維修非
公司原廠型號的升降機 (N =  277)

圖3. 受訪者對額外的安全訓練的評價

能夠

不能夠

74%

26%

▶ 工作安排及工作習慣

  人手緊張一直都是升降機維修及保養行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次調查亦有問到受訪者每天平均所需維修
及保養的升降機數目。如表2所示，在過去一年，受訪者平均每日需為5.4部升降機進行一般維修及保養，而一日最
多平均可達6.4部。對於每天維修和保養升降機合理數目的看法，受訪者認為平均為4.3部，現時實際所需維修及保
養的數目較認為合理數目為多。

表2. 受訪者每日及認為合理的升降機維修及保養數目

N = 776 

5.4

1.7

職位
前線員工

在過去一年受訪者平均每日需要進行一般維修及保養多少部升降機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N = 54

5.1

2.0

管工/監督/老總

N = 19

3.7

2.1

專業人員
*總數

N = 849

5.4

1.7

N = 776 

6.5

2.4

過去一年受訪者試過最多一日內進行一般維修及保養升降機的數目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N = 58

6.1

2.8

N = 17

5.6

3.7

N = 851 

6.4

2.4 

N = 796  

4.2

1.5

受訪者認為每日維修和保養升降機的合理數目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N = 65

4.6

1.5

N = 28 

3.9

3.1

N = 889 

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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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進行一般維修及保養一部升降機的平均所需時間

1小時或以內

>1至2小時

>2至3小時

>3至4小時

多於4小時

*總數

181

528

76

18

33

836

(21.7%)

(63.2%)

(9.1%)

(2.2%)

(3.9%)

(100%)

*總數

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有否曾試過至少有一日維修及保養超過6部升降機

有

沒有

*總數

546

348

894

(61.1%)

(38.9%)

(100%)

承上，受訪者需要維修及保養超過6部升降機的頻率

甚少

偶爾

一半時間

經常

每次都會

*總數

116

179

79

115

43

532

(21.8%)

(33.6%)

(14.8%)

(21.6%)

(8.1%)

(100%)

若受訪者當天需要處理超過6部升降機的保養工作時，僱主/上司有否向
機電工程署報告

沒有

有

不清楚

*總數

70

188

557

815

(8.6%)

(23.1%)

(6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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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樓層懸掛警告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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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維修及保養每部升降機所
需的時間，較多受訪者表示平均需
要多於一小時，但不多於兩小時維
修及保養一部升降機。有百分之二
十的受訪者表示平均只需一小時
或少於一小時維修及保養一部升降
機。被問到他們需要維修及保養
超過6部升降機的頻率時，超過一
半受訪者表示屬偶爾 (33.6%) 或甚
少 (21.8%)，但有近三成表示經常
(21.6%) 或每次都會 (8.1%)。為確
保升降機 ／自動梯承辦商有預留充
足時間予工程人員妥善地進行維修
工作，機電署曾發出通告，要求單
日內需由一組工程人員處理超過六
部升降機 ／自動梯保養工作的承辦
商必須要有合理的解釋，並填妥相
關表格向機電署報告有關情況。調
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都表示
不清楚 (68.3%)，兩成多受訪者確
認公司有遵從相關安排 (23.1%)，
約一成表示沒有有關安排 (8.6%)，
情況有待改善 (表3)。

  近七成受訪者(69.8%)表示自
己過去一年，在工作時曾經試過
「走Call及急修」而需要立即離開
自己的工作崗位(圖5)。在這些受
訪者當中，較多表示當需要走Call
時，他們會「通知主管 ／監督及升
降機擁有人暫時圍封維修中的升降
機，然後與工友一同前往急修的地
點，待急修工作完成後才返回自己
的工作崗位」(71%)，而有近三成
半人表示會「留低另一位的工友繼
續手頭上的工作，自己立即前往需
要急修的地點」(34.5%) (圖6)。比
較兩種不同的做法，後者有機會導
致有工友單獨工作，增加發生意外
的風險。

表3. 受訪者平均每日維修及保養升降機的情況

請勿
NO ENTRY

內進



一年内在工作時有否曾經試過
「走Call及急修」而需要
立即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有

沒有

不適用
69.8%

27%

3.1%

受訪者需要「走Call」時的做法 (可選多於一項) 
(N = 617)

留低另一位的工友繼續手頭上的工作，自己立即前往
需要急修的地點

通知主管／監督及升降機擁有人暫時圍封維修中的升
降機，然後與工友一同前往急修的地點，待急修工作
完成後才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

其他（如先向公司匯報，由主管安排）

34.5%

71%

0.4%

圖6. 受訪者需要「走Call」時的做法

  除非工作經評估及斷定為無可
避免，以及已採取所須的程序及措
施，升降機工程一般都應按規定
由兩名或以上的升降機工程人員進
行。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兩成多
受訪者表示每次都會 (2.5%) 或經
常(19.4%) 單獨進行升降機的維修
及保養工作，而表示從來都不會亦
佔兩成左右 (21.3%)，其餘為一半
時間 (14.7%)、偶爾 (22.5%) 或甚
少 (19.6%)。除了表示「從來都不
會」單獨工作的受訪者，其餘受訪
者中，不足四成人 (38%) 表示需
進行單獨工作時，該工作有被上
司 ／公司評估及斷定為無可避免，
超過六成人表示則沒有 (17.4%) 或
不清楚 (44.6%)。而在受訪者上一
次進行單獨工作時，有約六成半人 
(64.8%) 表示，到達地點工作前及

完成工作後有通知上司，但有三成
半人 (35.2%) 表示沒有 (表3)。

  至於被問到受訪者需要單獨
工作的項目時，一半人表示需「測
試層站門或機廂門鎖的電氣安全裝

圖5. 受訪者在工作
時「走Call及急修」
的情況

置」(48.8%)、其次是「在升降機井
道底坑進行的工程」(29.9%)、「檢
查機廂頂纜轆狀況」(27%)及「對重
組件的保養工作」(19%)。然而，根
據機電署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
工程實務守則》，註冊承辦商必須確
保以上這些升降機工程應按規定由
兩名或以上的升降機工程人員進行
的。但表示以上工作皆沒有單獨進
行的受訪者只有約三成半 (36.4%)。
結果反映大部受訪者所屬的升降機
承辦商都沒有針對上述升降機工程
安排兩名或以上的升降機工程人員
進行工作，違犯了守則的要求。至
於需要單獨工作的原因，受訪者表
示主要是由於「人手不足」(67.1%)、
「同行的工友突然需要到其他工作
地點進行急修」(31.4%)及「公司安
排」(39%) 等 (表3)。

升降機工程一般都應按
規定由兩名或以上的升
降機工程人員進行

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從業員之職業安全健康調查報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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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單獨進行 (即在沒有其他人協助下為同一部升降機進行)升降機的維修及保養工作的頻率

從來都不會

甚少

偶爾

一半時間

經常

每次都會

*總數

201

185

213

139

183

24

945

(21.3%)

(19.6%)

(22.5%)

(14.7%)

(19.4%)

(2.5%)

(100%)

*總數

受訪者需進行單獨工作時，該工作有沒有被上司/公司評估及斷定為無可避免

沒有

有

不清楚

*總數

129 

281 

330 

740 

(17.4%)

(38%)

(44.6%)

(100%)

表3. 受訪者單獨工作的相關工作情況

受訪者上一次進行單獨工作時，到達地點工作前及完成工作後有沒有通知上司

沒有

有

*總數

253 

466 

719 

(35.2%)

(64.8%)

(100%)

受訪者需要單獨工作項目 (可選多於一項) 

在升降機井道底坑進行的工程

對重組件的保養工作

檢查機廂頂纜轆狀況

測試層站門或機廂門鎖的電氣安全裝置

以上皆沒有

220 

140 

199 

359 

268 

(29.9%)

(19%)

(27%)

(48.8%)

(36.4%)

(N = 736)

受訪者需要單獨工作原因 (可選多於一項)

公司安排 

人手不足 

升降機擁有人沒有給予足夠時間進行維修及保養工作

同行的工友突然需要到其他工作地點進行急修

其他 (例如因只做目測工作)

282 

485 

54 

227 

14 

(39%)

(67.1%)

(7.5%)

(31.4%)

(1.9%)

(N = 723)

*回應人數與訪問總人數有偏差，是由於部分受訪者在部分題目未能提供答案
－下期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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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三問：認識口罩的過濾效能及
佩戴舒適度的影響因素
今年口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在家，無論工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在食肆內非飲
食時都要戴上口罩。除了自備口罩，大家亦顧己及人，多帶備口罩作不時之需，包括贈予他人解燃眉之
急。雖然我們不知道抗疫期仍要持續多久，但年初口罩的供求失衡問題已得到緩和，市面上亦出現了不同
規格的口罩以供選擇。本文將會以問答方式講解口罩的過濾效率、過濾機制和舒適度三個選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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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三問：認識口罩的過濾效能及佩戴舒適度的影響因素

問： 合格的口罩是否要有齊三E — 即BFE、PFE、VFE?

答：   不是，BFE、PFE、VFE只是口罩過濾功能測試的主要項目，餘下還有口罩物理
性測試和安全性測試。
  口罩主要可分為兩大種類，即呼吸防護設備(例如N95呼吸器)和外科口罩。BFE、PFE、VFE
是測試外科口罩過濾效率的方法。BFE(BacterialFiltrationEfficiency)細菌過濾效率是利用約3微米
的霧化金黃色葡萄球菌氣溶膠以每分鐘28公升的流動率穿過過濾層進行測試，過濾效率可測度至
99.9%。PFE (ParticleFiltrationEfficiency) 微粒過濾效率是利用約0.1微米的聚苯乙烯膠乳微粒以
每分鐘28公升的流動率穿過過濾層進行測試，測試方法是根據美國標準ASTMF2100要求進行(見表
一)。VFE (ViralFiltrationEfficiency) 病毒過濾效率的測試方法和BFE一樣，但改用霧化phiX174病
毒和大腸桿菌氣溶膠進行測試。(註：VFE常見於日本品牌的防空氣污染口罩，卻既不是美國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FDA)或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的要求，亦非歐盟標準EN 14683或中
國標準GB 19083對外科口罩的要求。)

  在歐美制度內，呼吸器才屬呼吸防護裝備 (Respiratory Protective Equipment 也稱為 Filtering 
Facepiece Respirators)，過濾效率有更嚴厲的測試條件。以美國規格N95呼吸器為例，它的設計旨
在緊密貼合面部和非常有效地過濾空氣中的微粒，受NIOSH測試合格才獲認可 (NIOSH-Approved)。
個別人士應進行面型配合測試和密封測試以確保呼吸器適合佩戴者。打石和鑽牆工序便是N95呼吸
器常見的職安健應用情況。

注意：黑色文字代表美國標準；藍色文字代表歐盟標準。中國標準 GB 19083 對醫用防護口罩及 GB 
2626 對自吸過濾式防顆粒物呼吸器亦有類似的要求。 本文顯示的美國標準是2019版本的ASTM F2100-
19，而歐盟標準是2019版本的EN 14683:2019 和2009版本的 EN 149:2001+A1:2009。
a 根據 ASTM F1862，按口罩等級或類別有不同噴射模擬血液所需的液壓要求。在測試時，向口罩外層

噴射模擬血液，全部或大部份樣本內層沒有被紅色的血液滲透為合格。
b 根據 EN 13274-7，以氯化鈉和石蠟油測試。
c 根據 42 CFR 84.181，以0.3微米的氯化鈉進行測試。

表一：外科口罩和呼吸器以國
際標準計的功能性測試要求

外科口罩 呼吸器
ASTM F2100 Level 1

EN14683 Type I 
Level 2
Type II

Level 3
Type IIR EN149 FFP1  

NIOSH N95
FFP2

N-99
FFP3 

N-100 

細菌過濾
效率BFE

≥ 95%
≥ 95%

≥ 98%
≥ 98% 不適用

不適用微粒過濾
效率PFE

≥ 95% ≥ 98%

不適用

過濾效率 
FE

不適用
不適用 ≥ 80%b  

≥ 95%c

≥ 94%b

≥ 99%c

≥ 99%b

≥99.97%c

80毫米汞柱 
(mmHg)

120毫米汞柱 
(mmHg) (即
16千帕 (kPa))

160毫米汞柱 
(mmHg)合成血液

測試a

不適用
大於16千帕 
(kPa)

沒有要求
120或160毫米汞柱 (mmHg)

(如被FDA列為外科口罩)
沒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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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工業用呼吸器外，還有外科用呼吸器。當N95呼吸器同時獲 FDA 批准 (FDA-Cleared) 為外
科手術用，才可被標籤為外科N95呼吸器。因為已通過合成血液測試，外科N95呼吸器對於血液
及其他體液具防水性，適合在可能會產生高壓液體的手術過程中由專業醫療人員佩戴。

  再者，外科口罩的微粒過濾效率表現PFE，不應與N95呼吸器的過濾效率FE比較，因N95呼
吸器的過濾效率FE (Filtration Efficiency) 有更嚴厲的測試條件。若在同一NIOSH N95的測試條
件下，一般外科口罩的過濾效率FE只有78%，比N95呼吸器的過濾效率FE≥95%低。下表顯示
外科口罩和呼吸器過濾測試方法的差異。

ASTM F2100外科口罩 NIOSH N95呼吸器

設備外觀

微粒大小 約0.1微米的聚苯乙烯膠乳 質量中數氣動粒徑約0.3微米的
氯化鈉

微粒電荷 非條件的 不帶電荷

測試項目 物料樣本 整個呼吸器

預設環境 沒有 預先處於相對濕度85%，溫度
38o C 的環境持續 24小時

負荷 沒有特定要求 200毫克

流動率 每分鐘28公升 每分鐘85公升(中高強度活動率)

量度 數目 質量

  一般僱員應使用外科口罩作2019冠狀病毒病的預防及控制用途。外科口罩實際上在佩戴者與
周圍環境之間設置了屏障。這些口罩可以幫助防止佩戴者產生的唾液和粘液對他人的暴露，也阻
隔血和飛沫濺到佩戴者的口和鼻。但是，有別於呼吸器，外科口罩不屬呼吸防護裝備，由於對吸
入較小的空氣中微粒物的防護表現不可靠及鬆身的性質，因此沒有面型配合和密封測試的要求。
按風險評估結果，如果佩戴者需要減少吸入較小的可吸入微粒，則要正確佩戴呼吸器，如NIOSH
認可的N95呼吸器。

消費者委員會在2017年為香港市面上29款外科口罩進行了劃一的BFE、PFE、合成血液及呼吸度測試。這
些外科口罩按聲稱符合國際標準的程度分為四級：(A) 聲稱符合某國際標準 (如ASTM F2100 Level 3)、(B) 
標示有量化功能及 ／或物理表現 (如BFE ≥ 95%)、(C) 標示有質化功能及 ／或物理表現 (如良好BFE)、及 
(D)沒有任何國際標準或表現的聲稱。結果顯示，A類外科口罩100%通過測試(合成血液測試除外)，B類
為86%，C類為67%，D類僅為50%。因此，大家在選擇外科口罩時，可優先考慮有聲稱完全符合標準如
ASTM F2100或EN14683的產品。

選購外科口罩的小貼士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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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三問：認識口罩的過濾效能及佩戴舒適度的影響因素

  不是，口罩過濾層一般由不織布纖維製成，利用三種過濾機制：慣性撞擊，攔
截和擴散。聚丙烯熔噴布 (Melt Blown PolyPropylene, 簡稱MB PP) 在生產過程中
經特別技術加上電荷形成靜電綿，它具有第四種的過濾機制 — 靜電吸引力。

口罩的4種過濾微粒機制

靜電綿的靜電吸力可被多個因素影響，包括加入電荷的技術、有效日期和其他特殊參數 (如蒸氣及氣溶膠
性質)。帶電荷的N95的最初過濾效率通常為99%，在5年有效日期結束後，過濾效率仍可保持95%以上。
部分靜電綿的過濾效率可在2至3個月內下跌30%至90%，但質量好的靜電綿則只會在2年或甚至15年後只
下跌1%至5%。由酒精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產生的蒸氣會嚴重降低過濾效率。此外，油性氣溶膠和液體氣
溶膠的接觸面積大，因此會比固體氣溶膠降低過濾效率較多。擁有三維立體設計的呼吸器比平面的外科口
罩有更高的過濾效率，因為纖維過濾層的表面積較大和表面穿透速度較慢，有較多時間被靜電吸引。

估計口罩靜電吸力衰減的小貼士

  疫情肆瘧令佩戴口罩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對於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僱
員而言，長時間佩戴口罩可能令其感到侷促及不適而除下口罩，增加感染風險。坊
間不少口罩都著重標榜其過濾效率如BFE(Bacterial Filtration Efficiency)、PFE 
(Particle Filtration Efficiency)，很少會特別標明其透氣度，口罩的透氣度一般以
壓力差(DeltaP)來表示，量度單位一般為mmH2O/cm2或Pa/cm2。壓力差的數值愈
低，代表透氣度愈好，對佩戴者呼吸的妨礙就愈小。

  四種過濾及收集微粒的機制，分工處理不同大小的微粒。
當微粒與纖維過濾層接觸後，微粒就會從氣流中移走並被分子
吸引力牢固地吸引。較重的微粒未能隨氣流通過而慣性地碰撞
在過濾纖維上，較大的微粒在近距離經過纖維時被攔截，擴散
的小微粒也遭纖維收集，靜電吸引力則吸引相反電荷的大小微
粒。靜電吸引力能使N95呼吸器滿足嚴格的NIOSH對過濾效率
和呼吸阻力的要求，增強微粒收集而沒有增加呼吸阻力。經不
同過程製作的靜電綿擁有不同程度的靜電吸引力，靜電綿比沒
帶電荷的過濾纖維有高約10倍的過濾效率。舉例，最初過濾效
率由沒帶電荷時的25%增至帶電荷後的95%，差不多等於疊起
10層沒帶電荷的過濾纖維。

問： 口罩的過濾層是否好像篩子一樣？

答：

問： 決定口罩呼吸舒適度的是甚麼？

答：

壓力差愈低代表透氣度愈好, 佩戴者呼吸愈舒適

  至於我們如何得知壓力差的數值？只要口罩已通過如 ASTM F2100
或 EN 14683 的標準測試，我們便能大概知道有關數值。以 ASTM F2100
標準為例，一共分為三個等級，ASTM Level 1 的 BFE 及 PFE均需達
95% 或以上及壓力差少於 5mmH2O/cm2 (每平方厘米５亳米水柱，流量
是每分鐘8公升空氣在一塊 2.5厘米直徑的過濾物料上作測試)；而 Level 
2 及 3 的過濾效率則需達98%或以上及壓力差少於 6mmH2O/cm2。然
而，Level 2 及 3 主要針對外科手術應用，會對合成血液穿透性有較高的
要求。對於非醫護行業的一般僱員，Level 1已足夠日常應用，而透氣度
亦相對較好，市面上有一些符合標準的口罩其壓力差可低至 3mmH2O/
cm2 或以下，為使用者提供較高透氣度。個人或機構在採購口罩時應參考
其測試報告，考慮過濾效率同時能兼顧其透氣度，為抗疫期間帶著口罩
開工，尤其從事體力勞動的僱員提高呼吸舒適度。

壓力差低的口罩 壓力差高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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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罩的過濾效率往往與其透氣度處於對立狀態，即過濾效率愈高的口罩，透氣度相對會愈低。
過濾品質因子 (Filter Quality Factor，簡稱為 Q Factor) 能夠顯示過濾效能與透氣度的比率，經常用
以反映濾芯的整體效能。為深入了解口罩過濾效率和透氣度的關係，職安局於十月份訪問了納米纖
維過濾專家梁煥方教授，梁教授為國際過濾協會 (INDEFI) 主席，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創新
產品與科技講座教授。他認為Q Factor能夠反映過濾效率與透氣度的關係，是一個效益費用比，其
數值愈高愈好，代表口罩同時擁有較好的過濾效率及較高的透氣度。然而，對於普羅大眾，可能未
必能清楚明白箇中意思，這指標更視乎風速，容易造成混淆，所以不太適合印於包裝盒上，但建議
在包裝盒上印上過濾效率及壓力差的數值供消費者作參考。(世衛建議為2019冠狀病毒疫情用的非
醫療口罩，其過濾物料的最低 Q Factor 應為3 kPa-1。)

  在技術方面，除了口罩的透氣度外，有學者亦指出口罩過濾層物料的水氣傳輸速率 (Water 
Vapour Transport Rate)、二氧化碳排放效能 (CO2 Emission) 等因素都會影響口罩佩戴者的呼吸
舒適度。這些參數則受物料的孔徑大小 (Pore Size)、孔隙率 (Porosity)、形態均勻度 (Degree of 
Uniform Morphology)、及 ／或纖維直徑 (Fibre Diameter) 所影響。梁煥方教授在訪問期間表示壓
力差的數值其實已反映以上所提及的口罩物料特性的影響。對於水氣傳輸速率及二氧化碳排放效
能的測試，現時並沒有相關標準測試方法，而且現時的口罩標準測試中亦沒有相關的要求。實際
上，這兩個參數可透過增加口罩的空氣緩衝區 (Buffer Air Region) 而得到改善。因此，由於3D立
體口罩一般有較多的空氣緩衝區，他們會比傳統口罩會更為舒適。

  另外，梁教授提醒有關口罩架的使用。部份人會在平面口罩下加入口罩架來增加空氣緩衝區
來提升舒適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口罩架移位後，可能會令口罩出現「漏罅」的情況。其中一個
有效測試口罩有否「漏罅」的方法是當經過有人吸煙的地方，如果能夠聞到強烈的煙味，即代表
口罩有出現「漏罅」的情況。因為一般香煙所產生的煙的粒子大小約在100至300納米之間，也正
就是附有2019冠狀病毒的粒子和飛沫的大小。

一些外科口罩佩戴者打噴嚏時會慣性拉下口罩，但其實拉下口罩打噴嚏是錯誤的。口罩的兩個主要功用之
一是減少佩戴者的唾液和呼吸道分泌物對他人的影響，這是口罩作為源頭控制的措施。此主要功用來自外
科口罩發展初期作為物理屏障，能夠防止開放性手術傷口受到佩戴者飛沫的感染。因此佩戴外科口罩時可
直接在口罩內打噴嚏，此又被戲稱為「手術打噴嚏」(Surgical Sneeze)。打噴嚏後，口罩如有被弄污或破
損，應盡快更換。

佩戴口罩時打噴嚏的小貼士：

主要參考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2017年，〈測試報告：測試29款口罩〉，《選擇》，494期，14-21。
職業安全健康局，2020年10月15日，梁煥方教授訪問：口罩的呼吸舒適度(視像會議)。(註：梁煥方教授為國際
過濾協會 (INDEFI) 主席，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創新產品與科技講座教授。)
3M. (2020, September). Filtering facepiece respirators faq: General public. (Revision 7) [Technical Bulletin]. US: 3M. 
Brosseau, L., & Ann, R. B. (2009, October 14). N95 respirators and surgical masks. NIOSH Science Blog.
Eninger, R. (Ed.).(2017). Integration of FDA and NIOSH processes used to evaluate respiratory protective devices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U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Hsieh, K. C. (2020). Electret – What are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Slides]. Taiwan: Particle Tech, Inc. 
Nelson Laboratories. (2019). Particle filtration efficiency (PFE). Nelson Labs.
Tsai, P. (2020). 阻擋COVID-2019 冠狀病毒口罩的性能及其滅菌後再次使用的效率下降探討 (Original in English). Taiwan: 
Taiwan Nonwoven Fabr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Advice on the use of mask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Interim guidance on 5 June 2020).

表二：外科口罩以國際標準計的壓力差要求

ASTM F2100 Level 1
EN14683 Type I 

Level 2
Type II

Level 3
Type IIR

壓力差 
Delta P

每平方厘米 < 5.0毫米水柱(mmH2O/cm2) 
(每平方厘米49帕(Pa/cm2))

每平方厘米 < 6.0毫米水柱 (mmH2O/cm2) 
 (每平方厘米59帕(Pa/cm2))

每平方厘米 < 40帕 (Pa/cm2) 每平方厘米 < 60帕 (Pa/cm2)



零傷亡願景

  「零傷亡願景」(Vision Zero) 由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ISSA) 倡議，在2017年第21屆工作安全和衛生世界大會上正式
起動，向全球推廣。願景的核心信念是所有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皆非命中註定且是可避免
的。培養良好的預防意外文化，就能夠消除肇因，預防事故、傷害和職業病。這個理念
整合了安全、衛生和福祉三方面與七大黃金準則，可普及應用於世界各地任何規模的工
作場所。

前瞻性職安健管理和
量度指標的應用

零傷亡願景

安
全

衛
生

福祉

提提你
職安局於2018年10月25日舉
行了「零傷亡願景運動」香港
啟動禮，成為第八個地區參與
及支持這個運動。

請參閱《綠十字2018十至十二月號》
第8 - 11頁了解更多

https://bit.ly/3lL2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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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持不同類型及規模的企業能進一步有效實踐「零傷亡願景」，及
避免他們只側重於安全方面而忽略了衛生和福祉方面的發展，國際社會保
障協會於2020年8月發佈了《前瞻性領先指標指南》(Proactive Leading 
Indicators Guide)，增補早前發佈的七大黃金準則指南。

  本文簡介《前瞻性領先指標指南》部分應用重點，例如十四項前瞻性
領先指標 (Proactive Leading Indicators) (以下簡稱「指標」)和七大黃金
準則的關係、應用指標的三個選項 (Three Options)、如何匯報結果等。

《前瞻性領先指標指南》
  “Proactive Leading Indicators Guide”

https://bit.ly/3jV4FkB

前瞻性領先指標與七大黃金準則的關係
  七大黃金準則是企業實踐「零傷亡願景」的基礎，透過理解各項黃金
準則的原則和應用簡明的核對表 (見下圖)，可以有效評估企業實施七大黃
金準則中的表現和進度、是否需要糾正或找出改善措施。

https://bit.ly/3duGffo

以下公開課程幫到你！！
(VZERO)《零傷亡願景》工作坊
上課日期：2021年3月11日

尚未了解甚麼是
「零傷亡願景」

七大黃金準則

想了解更多應用
「零傷亡願景」

的實例

提提你
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於2020年8月發佈了指
南“7 Golden Rules for Small Businesses”，專
門為小型企業(例如：僱主是企業中唯一

https://bit.ly/3lJFrWI

實施七大黃金準則的核對表

https://bit.ly/3fSFhe5

  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為每一條黃金準則制定兩
項指標，使企業能夠量度與七大黃金準則相關的
關鍵績效，亦可透過指標於企業內部或與其他不
同機構進行標準借鑒 (Benchmarking)，有助企業
定立明確的發展方向，進一步提升企業安全、衛
生和福祉的表現。

  企業應先採用七大黃金準則的核對表，以識
別組織中那些相關及重要的範疇需要持續改進，
並利用相應的指標重點提升與七大黃金準則對應
的關鍵事項 (Key activity)。

負責管理安全、衛生
和福祉的人員)制定了
更簡明的核對表以便
實踐「零傷亡願景」
七大黃金準則。

《前瞻性領先指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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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項前瞻性領先指標
如欲深入了解每一個前瞻性領先指
標，可參考指南中相應的指標便覽
(Factsheet)，當中列明了每個領
先指標的目的(Aims)、關鍵概念
(Key Concepts)、良好實務 (Good 
Practice)、局限性 (Limitations)
及如何測量 (How To Measure)。

https://bit.ly/3jV4F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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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領先指標的三個應用選項 (Three Options) 及目的
  指南中建議企業應在安全、衛生和福祉三方面上採用指標進行獨立量度，確保他們平衡發展，
以便企業清晰了解其政策有否側重於某方面。指南亦介紹了三個應用指標的選項，分別有：

• 選項1：「是 ／否核對表」(The YES / NO Checklist)

• 選項2：「頻率估算」(The Frequency Estimation)；及

• 選項3：「定量測量」(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這三個選項亦可視為企業如何準確地應用指標量度相關黃
金準則的三部曲。

29GREEN CROSS VOL.30 NO.4

企業透過使用一個簡單的「是 ／否核對表」，從而了解是
否已經推行了有助安全、衛生和福祉的關鍵事項。

選項1 (Option 1)
「是／否核對表」(The YES / NO Checklist)

選 項 2 是 着 重 評 估 企 業 實 施 有 助 安 全 、 衛 生 和 福 祉 關
鍵事項的頻率。企業透過應用五類半定量類別 (semi-
quant i ta t ive categor ies)，包括：總是 (Always or 
almost always)、經常 (Frequently)、偶爾 (Occasionally)、
甚少 (Rarely) 及幾乎沒有 (Very rarely or Never)，從而有系
統地去估算並紀錄相應的指標。

「頻率估算」(The Frequency Estimation)

選項2 (Option 2)

例子

例子
Sam

ple
 樣

本

Sam
ple

 樣
本



五個表現水平分類
  當利用以上應用選項得出安全、衛生和福祉各方面 (或個別指標) 的表現百分率後，企業
可將表現百分率歸納成以下五個水平分類，以便考慮將資源進一步投放於那一方面或範疇，
從而將表現提升至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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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3為一個進階的應用方案，企業需收集並紀錄有關實
施有助安全、衛生和福祉關鍵事項的頻率或百分率。每份
指標便覽均有例子簡述如何應用選項3去紀錄及匯報相應
的指標。

「定量測量」(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例子

選項3 (Option 3)

Sam
ple

 樣
本



匯報結果
  除了每個指標可以獨立地匯報以顯示機構於不同指標在安全、衛生和福祉各方面的表現
外，企業亦可以透過雷達圖 (Radar Diagram) 得知他們於安全、衛生和福祉各方面實踐七大
黃金準則的表現，讓他們更容易得知那一個黃金準則及那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結語
  安全、衛生和福祉三方面乃是一環扣一環及相輔相成的，企業若要達至零傷亡願景，必須三方面平衡發展，
避免只側重於安全方面上。各企業機構應根據其規模及推行安全、衛生和福祉管理系統的完善程度，選擇合適的
前瞻性指標應用選項。指南中亦建議企業於初期可推行某些最重要的指標；而較小型企業亦可先採取應用選項1，
以循序漸進方式慢慢提升至選項2或選項3。有關此指南及指標的詳細應用資料，請參閱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的《前
瞻性領先指標指南》(Proactive Leading Indicators Guide)。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Proactive Leading Indicators - A guide to measure 
and manage safety,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work 
(http://visionzero.global/sites/default/files/2020-08/
VZ_Indicators2020-final%2026082020.pdf) 

7 Golden Rules for zero accidents and healthy work - 
A guide for employers and managers
(http://visionzero.global/sites/default/files/2017-
12/2-Vision%20Zero%20Guide-Web.pdf)

例子

7 Golden Rules for Small Businesses
(http://visionzero.global/sites/default/
files/2020-09/VZ-Guide%20for%20
small%20enterprises.v4.pdf)

Vision Zero Website
(http://visionzero.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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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工序
的危險因
素和安全
措施

吊運工序的危險因素
普遍的危害種類 成因例子

◆  吊運的負荷物重量超過起重機的安全操作負荷 (簡稱：超荷)

◆  進行吊運工序時，流動式起重機的支重腳撐沒有完全伸展

◆  在支重腳撐與地面間未有擺放底墊

◆  地面情況欠佳，例如地面不平坦或鬆塌，引致起重機不穩定

起重機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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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工序的危險因素和安全措施

吊運工序廣泛地應用於建築地盤及工廠等工場，利用不同類型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協助吊運，除了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地搬運物料到指定位置，亦有助減少工友的體
力處理操作。然而，不安全的吊運工序卻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意外，當中包括人命傷
亡及財物損失等。要確保吊運工序可以安全地進行，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
人、機、物、法及環境等，它們相互之間存在重要關係。因此，本文將會簡述有關
吊運工序的危險因素，以及在進行吊運時針對這些因素應採取的安全措施。



◆  負荷物的吊掛方式錯誤，未能綁緊負荷物

◆  吊鈎或吊臂等超荷

◆  吊索從吊鈎中鬆脫

◆  負荷物未有適當擺放於盛器內，引致負荷物於吊運時滑動或移位
而跌出

物料下墮

◆  操作人員之間的溝通出現誤會

◆  操作人員或附近的人接近操作路徑或範圍

◆  起重機操作員未有留意負荷物的移動

碰撞到附近的人或障礙物

◆  考慮負荷量時未有顧及起重裝置本身的重量，導致負荷物加上
起重裝置的重量超出吊臂的安全操作負荷

◆  錯誤使用已損壞的吊索

◆  沒有對吊臂或吊纜作檢查或未有按起重機製造商說明書的建議
進行特定維修工作 

吊臂或纜索折斷

◆  未有考慮起重機在操作重疊區出現碰撞的風險，例如吊臂及負
荷物的移動、風勢、操作時的協調及溝通等因素，以制定安全
施工方案

◆  起重機沒有安裝防撞系統，防止吊臂在操作重疊區內發生碰撞

◆  沒有委任負責人監控吊運操作

吊臂互相碰撞

◆  吊運前沒有視察操作地點附近的危險，未有警覺架空電纜的潛在
危險

◆  吊運前未有與架空電纜的擁有人例如電力公司聯絡，以便制定安
全施工方案及安全措施

◆  吊臂及機身沒有與架空電纜保持安全距離

◆  沒有委任訊號員

觸及架空電纜

◆  起重機械沒有安裝吊臂止動器及限位制停器，防止因操作員操作
錯誤而危及附近的人和導致機件受損

◆  沒有測試各限位制停器是否操作正常

起重機械構件超
出安全運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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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吊運工序的風險評估、制訂與人機物法環方面的安全措施

風險評估 — 目的
  要確保起重操作工序可以安全地進行，在每次進行起重操作前都必須由曾受訓練
以及具備相關知識和經驗的合資格人士進行風險評估，根據每次起重操作的工作性質
和環境，例如針對負荷物的大小、形狀和重量、吊運方法／索具裝配方法以及工作環
境所涉及的影響，找出起重操作工序的潛在危害，以制定相應的安全措施。

風險評估 — 識別危害 (人機物法環)
  由於每次起重操作工序的工作性質和環境都會有差別，導致在進行操作時所面對的
潛在危害亦會不同，因此在進行吊運操作前，必須因應實際的操作環境和情況作出評
估，例如可以透過考慮人機物法環等因素，有系統地將有關工作危害及風險進行評估：

因素 潛在危害例子

◆  操作人員對起重操作或所使用的起重機械沒有足
夠的認識和操作經驗

◆  操作人員未有了解所操作起重機械的安全操作負
荷或不清楚負荷物的重量

◆  操作人員沒有接受正式訓練及持有有效證明書，
例如起重機操作員未持有由建造業議會或勞工處
處長指明的其他人所發出的有效證明書

人

◆  未有定期檢查 ／測試 ／檢驗起重機械或起重裝置

◆  沒有針對負荷物特性選擇合適起重機械，例如起
重機的安全操作負荷低於負荷物的重量

◆  未有完全伸展支重腳撐或未有使用最少較支重腳
撐浮盤面積大三倍的適當底墊 ／木塊墊腳

◆  鬆散的負荷物沒有放於盛器內進行吊運或妥善
捆扎

◆  體積較大的負荷物容易受風力影響出現搖擺或
旋轉 

◆  未有在負荷物的鋒利邊緣加設保護而損害吊索

◆  吊運路線經過有人工作的地方或架空電纜

◆  起重機未有與圍板或建築物保持安全距離 
(600毫米)

◆  不正確的吊掛方法導致負荷物不平衡

法

◆  操作地點狹窄，例如位於人流繁忙的道路，有機
會導致吊臂或負荷物撞倒路人

◆  受到天氣因素影響，例如若在吊運中發生雷暴，
可能會令工人受到雷擊；下雨後的地面泥土有機
會變得鬆散，影響起重機的穩定性

環

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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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物法環等方面的安全措施

人
1

所有參與起重操作的有關人員，包括起重機械操作員、吊索工及訊號員等
都必須已接受過有關訓練，並須肩負以下的安全責任，包括：

◆ 起重機操作員 － 在進行吊運操作前，檢查及測試起重機械以確保其
運作正常及狀況良好

－ 檢查操作地點以確定適合進行起重操作

－ 熟悉並遵照安全程序進行起重操作等

◆ 吊索工 － 正確選擇及使用起重裝置

－ 確保負荷物已被綁緊，以正確的方法吊掛

－ 留意所有潛在危害，若發現有危險，立即通知操作
員或訊號員

◆ 訊號員 － 站在操作人員容易看到及能夠安全地監察吊運操作
進行的位置

－ 協助操作員進行安全的吊運操作，包括指示起重機
及負荷物的移動

機
2

◆  考慮起重機例如吊臂長度和推動方式等，
必須能夠配合操作地點的環境，包括地面
狀況、空間限制 (例如斜坡等) 和障礙物
等因素，以選擇合適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

◆  起重機應安裝有效的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能
夠在起重機接近安全操作負荷時自動發出警告
聲音及訊號，並聯同起重斷流裝置一起使用，
以防出現超重意外；

◆  起重機械必須安裝有效的制動器防止負荷物墮下；

◆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必須進行適當的例行檢查，例如在每更次或每個工作天開始時由合資格的人進
行特定的例行檢查；以及必須按照法例規定進行所需的定期測試、徹底檢驗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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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3

◆  碎散的物料例
如石塊、磚塊
等要放在設計
合適和有足夠
強度的盛器，
並以四支腳吊
索進行吊運；

◆  若負荷物有鋒利的邊緣，必須使用保護墊避免損壞吊
索，令吊索折斷；

◆  鬆散的物料例如鐵枝等應在頭尾位
置綁緊，以免物料移位下墮；

◆  必 須 留 意 負 荷 物 的 重
心，吊鈎必須在負荷物
重心線之上，才可避免
負荷物在吊運途中失去
平衡；

◆  當吊運的物件體積較大
時，必須考慮風力的因
素 及 操 作 員 的 視 線 問
題 ， 若 操 作 員 視 線 受
阻，必須委任訊號員協
助。

法
4

◆  操作前必須先計劃好適當的吊運路線，避免路線經過人或障礙物; 操作進行時禁止任何人在吊運路線
之下工作或逗留；

◆  進行吊運前必須先確定或評估負荷物的重量，若不能肯定負荷物的重量，不可進行起重操作，以免超荷；

◆  檢查以確定吊纜及索具沒有損壞；必須使用合適的索具裝配方法，並肯定負荷物已被綁緊； 

◆  為起重操作劃分區域及作圍封並張貼警告告
示，實施嚴格管制措施，阻止未獲授權人士
在進行起重操作時進入；

◆  設置起重機在堅實的地面上進行操作及使用
最少較支重腳撐浮盤面積大三倍的底墊 ／木
塊墊腳，以完全及穩固地將浮盤支撐；

◆  起重機械與最近的障礙物保持最少600毫米的
安全距離；

◆  使用導繩控制負荷物的擺動或轉動；

◆  操作人員之間必須保持有效和清晰的溝通，
所有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士都要熟悉及明白在
吊運過程中所使用的手號，確保操作時所有
人都使用相同的手號；若由於距離或其他原
因令操作人員不能以手號溝通，必須採用其
他通訊方式例如無線對講機或電話等。

◆  透 過 「 指 差
呼 稱 」 加 強
工 友 的 警 覺
性 ， 能 有 效
減 少 人 為 錯
誤 所 導 致 的
意外；

吊運工序的危險因素和安全措施

36 綠十字第30卷4期



環
5

◆ 操作地點 － 清除操作範圍內不必要的物件或障礙物；

－ 操作的地面必須對起重機械的重量及其操作時所產生的負荷有足夠的承托力；

◆ 架空電纜 － 嚴格遵守相關實務守則例如機電工程署印製的《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
守則》的規定，例如起重機與架空電纜保持最少9米，並且要留意電纜會因風力而
搖擺或吊臂在卸下負荷物後反彈等因素；

◆ 天氣 － 颱風及雷暴警告及訊號一旦生效，立刻停止所有起重操作；

－ 天雨可引致地面濕滑、泥土鬆散及山泥傾瀉等，操作人員應視乎情況決定是否
繼續工作。若發現鬆散的泥土會影響起重機的穩定性，應停止工作並立刻作出
補救。

吊運的相關刊物

吊運小知識: 何謂「3-3-3」試吊程序?

在正式吊運前，要先進行試吊程序，以加強保障
吊運操作的安全。

資料來源：

勞工處《安全使用流動式起重機工作守則》

機電工程署《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

勞工處《地盤意外個案簡析 — 流動式起重機》

勞工處《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檢查、檢驗和測試指南》

1.  所有人員離開「3」米 ;
2.  吊起負荷物離地「3」百毫米 ;
3.  等「3」秒後確定負荷物穩固才可以吊運。

「3-3-3」試吊程序是指：

完成試吊程序後先進行起吊程
序，還要使用導繩在遠離危險區
域的位置，協助控制吊運物在運
輸過程中作出微調，這樣便可以
安全又安心地進行吊運工序。

勞工處海報 — 支重腳撐全伸展 合適底墊不可缺

勞工處海報 — 物件重量要清楚 吊運切忌超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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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流行性感冒

病徵、傳播途徑、潛伏期及傳染期

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預防方法

  季節性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致的常見呼吸道感染。本港季節性流感一般於每年一至
三/四月和七、八月較為流行，已知可感染人類的季節性流感病毒有三種：甲型、乙型和丙
型。流感病毒傳染性強，且可引致嚴重併發症。所以我們應預防流感在工作間爆發，適時
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

  健康的人患上季節性流感後，通常會於兩至七
天內自行痊癒。病徵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流
鼻水、肌肉痛、疲倦和頭痛；亦可能出現嘔吐和腹瀉
等。咳嗽一般會較為嚴重和持續較長，但發燒和其他
病徵多會在五至七天內自行減退。然而，免疫力較弱
人士或長者一旦染上流感，病情可以很嚴重，並且可
能會出現支氣管炎或肺炎等併發症，甚至死亡。

  傳播途徑方面，流感病毒主要透過患者咳嗽、
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亦可透過直接接
觸患者的分泌物而感染。流感的潛伏期一般約為一
至四天。傳染期方面，患者可在病發前約一天至病
發後五至七天內感染他人。而幼兒或免疫功能嚴重
受損人士的傳染期甚至更長。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疫苗能安全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

症。由於流感可引發嚴重併發症，故高危或較多
機會受感染人士 (例如：孕婦、居於護理院舍人
士、50歲或以上人士、有長期健康問題人士、醫
護人員、6個月至11歲兒童、家禽業從業員及從事
養豬或屠宰豬隻行業的人) 更應按時接種疫苗。為
保護自己及其他人，除有已知禁忌症*的人士外，
所有年滿6個月或以上人士均應接種流感疫苗。

 *以下是一些關於禁忌症例子：
- 對任何疫苗成分或接種任何流感疫苗後曾出現嚴重

過敏反應

- 因任何原因導致免疫能力減弱

- 對雞蛋和抗生素新黴素 (Neomycin) 有嚴重過敏反
應的人(流感疫苗一般有滅活疫苗 (含已死病毒) 和減
活疫苗 (含有已弱化病毒)，減活疫苗一般有較多禁
忌症，讀者如有疑問可在接種前諮詢醫護)

•一般建議在每年秋天接種流感疫苗，
接種疫苗後約兩星期，體內便會產生
足夠抗體對抗流感。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
和後；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部
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洗手時應以梘液及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20
秒，用水過清並用乾毛巾或抹手紙抹乾。如沒有
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含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
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
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
清潔雙手。

資料來源：
疫苗接種計劃
https://bit.ly/3b8gv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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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環境衞生
•經常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如

共用的設施(例如電梯掣及門掣)。
使用1比99稀釋家用漂白水(即把1
份5.25%漂白水與99份清水混和)
消毒，待 15 至 30 分鐘後，用水清
洗並抹乾。金屬表面則可用70%酒
精清潔消毒。

•被呼吸道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的物品表
面或地方，先用吸水力強的即棄抹巾清理可見
的污物，然後用1比49稀釋家用漂白水(即把1份
5.25%漂白水與49份清水混和)消毒被污染的地
方及鄰近各處，待15至30分鐘後，用水清洗並抹
乾。金屬表面則可用 70%酒精清潔消毒。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正確戴上外科口罩，不
應上班，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及盡早求診。

•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
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緊張、
不要吸煙和避免飲酒，以建
立良好抵抗力。

預防季節性流感
的訓練

肛探 38 ℃ 100.4 ℉

攝氏（℃） 華氏（℉）

口探 37.5 ℃ 99.5 ℉

耳探 38 ℃ 100.4 ℉

腋探 37.3 ℃ 99.1 ℉

發燒溫度量度方法

•為工作地點提供
足夠鮮風，保持
室內空氣流通，
並為空調系統安
排定期清潔及消
毒。

行政措施
•為員工提供預防季節性流感的訓練和講座，提醒

他們應注意事項。

•制定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個人衛生指引，並要求員
工遵守。

•為員工安排接種流感疫苗。

總結
  為有效預防季節性流感的爆發，有賴每個人的
互相合作。保持良好個人衛生，並確保預防流感措
施的執行，才能防止季節性流感的爆發。

參考資料

1. 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24/29.html

2.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衞生署藥物辦公室)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tc/consumer/news_
informations/dm_38.html 

3. 預防季節性流行性感冒投影片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prevention_of_seasonal_
influenza_chi.pdf 

4. 潔手單張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https://www.chp.gov.hk/files/her/hand_hygiene_pamphlet.pdf 

39GREEN CROSS VOL.30 NO.4



工作安全健康DIY
正確使用手提電腦及
流動裝置

  流動網絡發展迅速，使我們足不出戶能知天下
事。而手提電腦 ／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觸手可及，
方便大家進行各種形式的網上活動，與生活已經密
不可分。其實，使用它們未必會引起即時的健康問
題，但養成不良的使用習慣，就會對健康甚至安全
構成影響。

肩頸痛

香港人每日為生活奔波勞碌，當靜下來的時候，各位會
否感到頸酸背痛、眼睛及上肢出現疲勞甚至痛楚不適？
就算一覺醒來，情況是否仍無改
善？可曾想過造成這些現象的元
凶，就是與我們形影不離的手提
電腦／智能電話／平板電腦！

40 綠十字第30卷4期

工作安全健康DIY－正確使用手提電腦及流動裝置

  我們在公共交通工具、咖啡室、工作間甚
至家中時，均可隨處看見人們低著頭使用手提
電腦及流動裝置，「低頭族」已成常態。長時
間低頭彎腰使用電子設
備，頭部向前傾令頸後
肌肉被拉緊，加上不正
確的坐姿，例如腰背沒
有挺直，均會令我們的
肩頸肌肉繃緊，容易造
成肩頸痛，長遠來說，
更 有 機 會 令 頸 椎 生 骨
刺。



眼部疲勞
  操作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眼睛須要近距離注視屏幕，眼睛與屏幕
之間的距離亦會經常改變。在每次移動視線時，眼睛即需再次對焦，長
時間使用又缺乏適當的休息，容易造成眼睛疲勞，更有機會出現視力模
糊、眼睛乾澀等現象。

  此外，太光、太暗或光線照射角度而造成的屏幕反光等現象，都會
對眼睛造成額外的壓力。

上肢不適
  我們通常都要用手拿著手提電腦、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如果前臂或手部長時間
使用同一組肌腱進行重複及急速的動作 (例如連續多個小時不停地急速使用鍵盤或滑
鼠，滑動輕觸式屏幕)，或因設備放置不理想而使手腕屈曲，卻沒有給予手部充足的休
息，都會增加患上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風險，如情況未能改善，更有可能導致嚴重的
累積性肌肉筋骨勞損。

15°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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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的健康問題，亦要顧及周圍的環境是否安全。舉例，一邊走路一邊低頭使用手提電話，有機會令使
用者分心而罔顧交通燈指示，導致意外發生。除此，操作機械或車輛時，使用手提電話亦會影響集中力，增加意
外發生的機會。

  我們應坐言起行，正確使用手提電腦及流動裝置。以下一些職安健小貼士，各位不妨注意一下：

一.注意觀望的角度和距離
  我們要注意觀望的角度不可以過低，如站立時，耳肩、腳跟應盡量保持直線。否則會對頸部造成沉重壓力。
建議的觀望角度應為水平線下約15至20度之間，距離介乎350至600毫米之內，以減少頸部及眼睛的疲勞。

二.維持正確姿勢
  選擇合適的坐椅及工作台，保持正確的
坐姿，背部緊貼椅背，雙腳平放在地上，操
作時手臂處於自然垂直位置，前臂與上臂成
90度，腕部應與前臂保持同一水平，避免
手腕過度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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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工作與頸背痛》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h/NeckPain.pdf

勞工處《工作與護眼》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h/eye_care.pdf

職業安全健康局，綠十字第14卷第4期，使用電腦之職安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greencross/2016/GC200407.pdf

參考資料:

職業安全健康局，綠十字第29卷第1期，
「肩頸痛」成本港第二常見痛症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
greencross/2019/GX%202019%20Vol29%20
No1%20web.pdf

職業安全健康局，速遞員的工作安全及
健康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
books/2016/CB299C.pdf

三.善用週邊產品
  善用外置鍵盤、滑鼠、屏幕及各種裝置的支撐架等等，有
助調較角度以保持正確的使用姿勢。

  考慮使用各種屏幕保護貼以提供護眼功能，例如防反光的
保護貼能減少眩光問題。

  如需要經常攜帶手提電腦外出，可選擇使用較輕，肩帶較
闊的背囊。收短肩帶令背囊緊貼背部，使重量能平均分佈於兩
邊肩膊，減輕肩膊的負擔。

四.注意環境因素
  環境的光暗及光線照射方向，會影響使用者觀看屏幕的舒適度及角度，亦有可能間接影響使用姿勢。因此，
請留意光線照明是否充足，應避免於強光或黑暗的環境下觀看屏幕。此外，亦要注意使用時的環境是否安全合
適。

五.定時休息，進行舒展運動
  為了減少患上勞損的機會，我們應間歇轉換工作姿勢、定時休息及進行一些紓緩運動，例如應用20-20-20護
眼法則，即每使用電腦20分鐘便稍為小休20秒，並遠眺20呎外的景物，手部和上肢疲勞的運動。大家應給予身體
充足的時間休息，睡覺時，應關掉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睡眠環境附近不宜放置其他電子屏幕產品。

  科技發達，提升了我們的工作效率及生活質素，但亦令我們越來越倚賴使
用手提電腦 ／智能電話 ／平板電腦。不正確使用它們，有機會使身體出現不同
程度的勞損，更可能出現意外。因此，必須注意使用時的姿勢、環境因素及休
息安排。希望各位讀者閱讀本篇文章後，能保持身體健康以持續享受手提電腦
及流動裝置等設備帶來的便利。

即每使用電腦

20分鐘
稍為小休

20秒 並遠眺20呎外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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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的紫外輻射危害及
安全措施

職 安 健 科 學

認識紫外輻射
  紫外輻射，Ultraviolet (UV) Radiation，泛指波長在100至400nm之間的電磁波。它可以按其性質和能量
劃分成三類：UV-A (又稱長波紫外輻射)、UV-B (又稱中波紫外輻射) 和UV-C (又稱短波紫外輻射)。太陽光含
天然的紫外輻射，當中幾乎所有 UV-C 和大部份 UV-B 均會被大氣層吸收，然而大部份 UV-A (>98%) 和小部份
UV-B (<2%) 能穿透大氣層到達地面。戶外工作人士曝露於紫外輻射機會較大，故此他們相對地較容易患上相

工作場所因紫外輻射所引起的健康危害
  紫外輻射有可能對人體皮膚和眼晴造成傷害，嚴重程度則視乎接觸劑量和曝露時間。一般而言，短波紫外輻
射(UV-B)比長波紫外輻射(UV-A)的危害更高。

紫外線可造成皮膚曬傷、曬黑、老化等問題

紫外輻射對皮膚的影響
  曝露於過量紫外輻射所引起之皮膚健康問題，可分為急性和慢
性，最常見的急性皮膚反應是曬傷和曬黑。常見曬傷例子是「日光性
皮炎」，患者皮膚多數出現紅斑，較嚴重的更會出現水泡和皮膚脫
落。而曬黑是由於紫外輻射刺激皮膚而引起的防護作用所致，使表皮
的黑色素增生和變厚，減低皮膚再受紫外輻射傷害。然而，這種防禦
機制只提供很有限的保護，所以患者應該避免進一步曝露於紫外輻
射。如漠視以上皮膚徵狀而持續曝露於過量紫外輻射下，進一步更會
引起的慢性反應，例如形成雀斑、痣，亦會加速皮膚老化令皮膚逐漸
失去彈性，繼而導致皮膚皺紋、乾燥和粗糙。

關健康問題。此外，亦有一些紫外輻
射是由工序中衍生，例如電弧焊接、
油漆和油墨的固化及醫院和實驗室的
消毒殺菌等。(見表一) 所以從事相關
工序的人士都有機會曝露於紫外輻射
中。現今科技發達，紫外輻射已被廣
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食品/飲品
製造的消毒殺菌、鈔票防偽檢驗、治
療疾病和設備消毒等。

(長波) (中波) (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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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片：世界衞生組織「惡性黑色素瘤」

  長期曝露於紫外輻射最嚴重可引致皮膚癌。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UV-
A、UV-B和UV-C輻射歸類為第2A組，即是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類物質
會引致某些動物致癌，所以對人類而言也是很可能有致癌性。常見的皮膚
癌種類有三種，包括惡性黑色素瘤、基底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世界衞生
組織估計全球多達90%由惡性黑色素瘤和其它皮膚癌造成的疾病可歸因於
曝露於紫外輻射，它可以使皮膚細胞DNA損傷並誘發突變，形成腫瘤。雖
然皮膚癌多數沒有症狀亦不癢不痛，卻有機會導致死亡。由2008年至2017
年的十年期間，本港因皮膚癌而死亡數字並沒有明顯趨勢，每年平均死亡
人數為63人。

紫外輻射對眼睛的影響
  當眼睛被過量紫外輻射照射後，可能引起角膜炎和結膜炎，由於這情
況常因電弧光引起並多數見於電焊工，所以又有「電光性眼炎」之稱。患
者一般在接觸後6至8小時出現症狀，輕度反應是雙眼感到似有異物，較嚴
重者眼睛會感到劇痛和有灼傷感覺，亦會出現流淚和眼瞼痙攣。不過只要
在早期得到適當治理和休息，一般而言數天後症狀便會開始減輕，一般不
會造成後遺症。但亦有證據表明長期曝露在強烈的紫外輻射下是促成黃斑
病變的因素之一，患者會出現視網膜退化，嚴重可導致失明。另一方面，
有研究結果指出，長期曝露於UV-B也是引致白內障的成因之一，患者眼睛
晶狀體會變得混濁令視覺模糊，情況嚴重者更會導致失明，影響日常工作
和生活。世界衞生組織估計全球兩成白內障病例可能與曝露於過量紫外輻
射有關。

曝露於過量紫外輻射的應對措施
  過度曝露於陽光下有機會導致曬傷、皮膚起泡、頭痛、噁心、嘔吐或頭暈。如果發生以上情況，應該保護皮
膚免受陽光進一步直射，給患處澆水降溫，然後儘早求醫。一旦眼睛過度曝露紫外輻射，可以先用清潔的敷料輕
輕包紮，然後尋求醫治。如工作有機會過度曝露於紫外輻射，首先便需確定曝露來源並調整工作安排和實施安全
控制措施，例如安裝過濾屏障、縮減曝露時間、使用合適個人防護裝備等，以減低曝露機會。

管理工作場所的紫外輻射
  就非陽光來源的紫外輻射而言，良好設計的工程控制和行政控制措施以及適當個人防護裝備可將其危害風險
降低。但控制陽光中紫外輻射則相對地困難，因此對於戶外環境工作而需要長時間曝露於陽光的人士，便需要一
套更全面的危害控制策略。

 參考圖片：白內障

影響陽光來源紫外輻射的因素包括以下:
(i)  太陽照射角度－太陽直射時的照射量最為集中，紫外線的強度亦隨之增加。所以紫外輻射程度於每天正午時

份和每年夏季時相對地強。

(ii)  地球緯度－愈接近赤道地區，紫外輻射程度愈大。

(iii) 雲層遮蓋－在沒有雲的天空下，地面接收到的紫外輻射程度相當於太陽中的紫外輻射。這是由於紫外輻射可
穿透薄的雲層，而厚的雲層則可阻隔部份紫外輻射。

(v)  海拔高度－海拔愈高的地方空氣愈稀薄，因而阻隔陽光中的紫外輻射能力愈低。海拔高度每上升一千米，紫外線
強度會增加10至12%。

(vi)  臭氧層－大氣中的臭氧層可吸收部份陽光的紫外輻射，減少到達地面的紫外輻射劑量。

(vii) 地面反射－不同環境可反射紫外輻射的程度各有不同，草地、泥土和水可反射約10%，沙地和海洋分別可反
射15和25%，雪地更可反射80%的紫外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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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燒焊工作時
使用適當個人防
護裝備包括安全
帽連帽帶、手提
護屏、圍裙、長
手套等

工作場所的紫外輻射控制措施
  由於紫外輻射不能靠肉眼所見也不能夠感覺得到，所以有機會曝露於大量紫外輻射的人士須注意它會帶來的
潛在危害和留意是否已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以下一些措施可用於控制工作場所的紫外輻射風險：

1. 工程控制措施－為戶外工作人士提供遮蔽處阻擋陽光。對於非陽光源的紫外輻射，適當措施包括不透光的屏
障、紫外輻射過濾屏障和利用互鎖式護罩－只有在護罩位於關閉位置時方能操作紫外線裝置，護罩一旦移離關
閉位置，紫外線裝置便隨即停止操作。

2. 行政控制措施－對於戶外工作人士，可考慮重新編排工作，例如：縮減在紫外輻射高峰期工作的時間、將工作
移到室內或陰涼地方，或安排員工在室內和室外之間輪流工作，從而減低紫外輻射的曝露量。在控制非陽光源
的紫外輻射，措施可包括張貼警告標示，提醒員工保持安全
距離並限制接觸紫外輻射時間。

3. 個人防護裝備－戶外員工應穿著寬鬆身長袖衫褲，也可使用
闊邊帽或頸擋有效地遮蓋臉部、頸和耳朵。此外，在皮膚搽
上 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 15或以上的防曬霜和可阻擋
99%或以上紫外輻射的太陽眼鏡亦可阻隔UV-A和UV-B輻射。
在非陽光源的紫外輻射方面，燒焊工可使用特定的防護裝備
例如安全帽連帽帶、手提護屏、圍裙、長手套等以保護眼睛
和皮膚或者利用螺釘工作方式以減少焊接工作。

4. 安全訓練－應向所有有機會曝露於中至高水平紫外輻射風險
的員工(參考表一)提供適當培訓，讓他們了解紫外輻射的風險
和相應的控制措施。

紫外輻射來源 過度曝露的風險 相關描述 安全控制措施

陽光 非常高 夏季和正午的紫外輻射強度最高，雲層可阻隔
少部份紫外輻射。

僱主應為僱員制定和實
施最適當的安全控制措
施組合，包括以下﹕電弧焊接 非常高 焊接電弧會發出紫外輻射，影響範圍達數米。以致除

了燒焊工外，附近的人士也有機會曝露於紫外輻射。 1.工程控制措施
(例如安裝固定/互
鎖式護罩、利用屏
障作隔離等)

2.行政控制措施
(例如限制曝露於
紫外輻射的時間、
張貼警告標示等)

3.個人防護裝備
(針對眼睛和皮膚
的防護裝備)

4.相關安全訓練
(例如紫外輻射的
操作安全、曝露紫
外輻射的風險等)

日光燈 高 一般會發放UV-A，其用途是令使用者的皮膚「曬
黑」，所以使用者的防護措施可從行政控制、個
人防護裝備和安全訓練方面著手；對於非使用者而
言，裝置上的護罩是工程控制措施的例子。

殺菌燈 高 一般會發放UV-B和UV-C，常用於實驗室內空氣的
消毒殺菌。

紫外激光 高 是一個強的紫外輻射來源，常用於切割和雕刻金屬/
玻璃用途。一般會在機械上安裝固定/互鎖式護罩或
利用激光屏障把作業區域隔離。

紫外固化燈 中 透過化學反應令特殊油墨/油漆固化變乾，其機械
上通常裝有護罩。

螢光燈 中至低 是一種低能量的UV-A，常用於鈔票防偽檢驗、捕蟲
和娛樂用途等。

照明 低 大多數用於照明的燈發出很少幾乎沒有紫外輻射。

參考資料：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Ultraviolet Radiation As A Hazard In The Workplace. Assessed 20st July from 
 https://www.who.int/uv/publications/en/occupational_risk.pdf
2.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2002) Global Solar UV Index, A Practical Guide. Assessed 8th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uv/publications/en/UVIGuide.pdf
3.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2006) Health consequences of excessive solar UV radiation. Assessed 8th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06/np16/en/

表一:不同紫外輻射的來源及安全控制措施

正常情況下不需要任
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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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下如何有效管理與工作相關的心理風險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於2020年6月發佈了「於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
下如何有效管理與工作相關的心理風險指引」 (Managing work-related psychosocial risk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該指引為僱主和管理人員提供主要考慮因素，使其機構可有效評估員工的心理風
險及推行預防措施，以保障員工在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下的心理健康。

請瀏覽以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bit.ly/3lWso4z

歐洲推出以預防肌肉骨骼疾病為題的健康工作場所推廣活動
  歐洲工作安全及健康事務處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將2020至2022年度的
健康工作場所推廣活動主題定為「健康的工作由減輕負荷做起」，並設有活動主題的網頁，載有圖文並茂
的預防肌肉骨骼疾病資料及相關活動資訊。

請瀏覽以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bit.ly/35imPGW

  原訂於2020年10月4日至7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世界工作安全與衛生大會，因2019冠狀病毒病的
疫情關係未能如期舉行，主辦單位決定將大會延至2021年9月舉行。屆時來自不同國家的職業安全與衛生
專家將聚首一堂，為主題「實現全民安全健康工作的全球解決方案」進行討論並分享經驗和研究成果。

請瀏覽以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bit.ly/31Y6u7j

加拿大舉行第22屆世界工作安全與衛生大會 

N33°

比利時舉行第10屆復康管理與重返工作國際論壇
  每年因工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數目不計其數，建立完善的職業復康機制有助傷病者得到適時的照
顧，並可早日重返工作崗位。加拿大國家復康管理及研究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NIDMAR)自2002年起一直致力推廣職業復康管理，每兩年定期舉辦國際論壇，而原訂2020
年的復康管理與重返工作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turn to Work)，因
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關係，將延至2021年12月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屆時各國專家與學者將進行討論
交流，優化全球職業復康管理策略。

請瀏覽以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bit.ly/2VL1d1p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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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焦點

職安局網上講座錄影片段
  為減低2019冠狀病毒病在社區傳播的風險，職
安局以網上形式舉辦公開講座，以減少人群聚集，
保障工作人員、講者及參加者的健康。部份網上講
座的錄影已上載至本局網站，讓公眾重溫內容。現
有以下三段網上講座影片供閱覽：

職安局新海報—「唔想做嘢時被『跣』，
防滑安全要注意」 
  滑倒是常見的工傷成
因。要預防滑倒意外發生的
最佳方法，就是保持地面乾
潔。職安局製作了「唔想做
嘢時被『跣』，防滑安全要
注意」海報，希望藉此推廣
防滑的主要安全措施，包括
保持地面乾爽及鋪設防滑磚
等。

職安局新單張 —「做完、做啱、做
好！安全使用輕便工作台」
  各行各業工友不少需要進行離地工作，所以職
安局製作相關單張，以提醒工人使用輕便工作台要
注意「做完、做啱、做好！」的三種工作態度的分
別以預防意外發生。第一種工作態度是「做完」，
指使用者雖已選用合規格的梯台，但忽略正確的使
用方法；而第二種態度是「做啱」，指使用者除選
用合規格的設備外，更要確保梯台的梯腳和鉸位已完

請瀏覽以下網址下載單張：
https://bit.ly/35ursxR

請瀏覽以下網址下載海報：
https://bit.ly/31u5sSr

全張開及扣好圍欄；
第 三 種 態 度 是 「 做
好」，指除「做啱」
外，更要進一步檢查
梯台的狀態良好，以
及將工作地點圍封，
以防止途人闖入工作
範圍。

歡迎瀏覽以下網址了解有關詳情：
https://bit.ly/3rTEOy1

  健康的工作場所不單止可以保障員工健康，更
可提升機構的生產力及建立正面形象。職安局希望
透過「職業健康大獎」嘉許在推動職業健康方面有
傑出表現的機構，藉此加強業界對職業健康的認
識。今年大獎分為三個組別，包括「好心情@健康
工作間大獎」、「聽覺保護大獎」及「預防肺塵埃
沉着病大獎」。為鼓勵機構發揮創意，三個組別均
設有創意獎項。分享會暨頒獎典禮將於2021年3月舉
行，屆時詳情可透過瀏覽以下網址：

職業健康大獎2020-21分享會暨頒獎
典禮 

化學品安全網上講座 
https://bit.ly/31pWTYG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抗疫精神
健康網上講座 
https://bit.ly/35y8Jl1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零時間
運動網上講座

https://bit.ly/2TdW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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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維修技工（下稱死者）在金屬廢料回收場內被
貨車撞倒致死。

1. 意外現場為一個有車輛進出的廢料回收場（下稱回
收場）。該等車輛除了運送金屬廢料到回收場作銷
售用途外，亦會於回收場收集金屬廢料送往堆填區
棄置。

2. 回收場內安裝了一個大型地磅及兩個小型地磅。大
型地磅（下稱車輛地磅）用作量度車輛重量，至於
另外兩個小型地磅則用作量度運送至回收場作銷售
用途的金屬廢料重量。

事故概要 

       事發情況

在廢料回收場內被貨車撞倒致死
STRUCK DEAD BY A LORRY IN A WASTE RECYCLING DEPOT

1. 意外現場為露天場地及當日天氣良好。因此，其他
人應該能够清楚看見死者工作的位置。然而，死者
當時並沒有穿上反光背心。

2. 車輛地磅長約15米及闊約3米。車輛地磅上安裝了
一塊闊約1米及長約3米的墊子，並由數枚螺絲固
定。有關的維修工作必須定期進行以確保墊子是已
固定於車輛地磅之上。

     調查結果

勞工處  LABOUR DEPARTMENT

3. 死者直接受僱於回收場，他其中一項職責是維修及
修理回收場內不同的設備，包括車輛地磅。

4. 意外當日，死者發現一枚用以固定車輛地磅上的墊
子的螺絲鬆脫。當死者通知了其工友他打算進行有
關的維修工作並確認在車輛地磅範圍附近沒有任何
停泊或行駛中的車輛之後，他蹲在車輛地磅前以扳
手鎖緊螺絲。期間，他被一輛貨車撞倒並輾斃。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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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預防措施

        相關適用法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1. 第 6A(2)(a) 條 — 工業經營的東主須在合理切實可
行範圍內提供及維持安全和不會危害受僱人健康的
工業裝置和工作系統。

2. 第 6A(2)(c) 條 — 工業經營的東主須提供所需的資
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確
保內所有受僱的人健康及工作安全。

備註：相關的《道路交通條例》同樣適用於本個案。

穿著反光背心

Wearing of reflective vest

須提供及維持一個車輛地磅維修工作的安全工作系
統，以防止工人被移動中的車輛撞倒。該安全工作系
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a) 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就車輛地磅維修工作進行針對
性的風險評估，找出所有相關的潛在危害，尤其需
要考慮工作環境及工人進行所需工作的位置；

(b) 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為車輛地磅維修工作制定及
實施安全施工方案及程序；

(c) 在可行情況下，避免在交通往來的位置附近工作。
如不可行，應計劃及全面執行適當的交通管理，避
免有關工人被行駛中的車輛撞倒及；

(d) 確保有關工作範圍已明確區分並以適當圍欄隔開，
以禁止任何車輛進入該範圍。張貼當眼警告告示及
亮起訊號，以提醒司機該範圍有工程在進行中； 

3. 回收場內並沒有將車輛和行人分隔的措施。此外，
回收場內亦沒有設置任何車速限制標誌、交通流向
標誌或行車路線告示，以妥善地管制車輛行駛。

4. 回收場內沒有任何標誌或告示指示車輛進出車輛地磅
的方向。換言之，車輛可從任何方向駛近車輛地磅。

5. 意外發生之前一名工友曾向死者表示車輛地磅的位
置附近沒有任何車輛。然而，包括該名工友在內，
並沒有任何人被指派持續監察有否車輛在死者工作
的附近位置行駛。

6. 警方在意外後檢驗涉事的貨車，發現其狀況良好，
因此排除意外是由於貨車機械故障所導致。

7. 調查員在涉事貨車的駕駛座位觀察所得，當一件約
70厘米高（大約一個成年人蹲下時的高度）的物件
放置於距離貨車右前輪150 厘米以內的位置時，便
會形成盲點。

8. 調查結果顯示回收場並沒有制定一個安全工作系
統，以防止工人在進行車輛地磅維修工作時被行駛
中的車輛撞倒。現存的工作安排有以下不足之處：

(a) 沒有為車輛地磅維修工作進行風險評估，以識
別所有潛在危害；

(b) 沒有計劃及執行適當的交通管理，以防止行駛
中的車輛危及工人安全；

(c) 回收場沒有適當的人車分隔措施；

(d) 沒有嚴格規定工人在位處有可能被行駛中的車輛
撞倒的地點工作時，他必須穿著反光背心； 以及

(e) 沒有向工人就有關車輛地磅維修工作提供足夠
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

(e) 派駐訊號員在有關工作區域內向附近往來而視野受
阻的車輛司機發出有效的訊號避免接近；

(f) 確保所有在該工作區域的工人已穿著高能見度或反光
背心，讓其他人士尤其車輛司機能夠盡早識別他們；

(g) 為所有相關工人及駛進的車輛的司機提供所需的資
料、指導及訓練，以確保他們熟悉場地交通管理及
相關安全措拖；

(h) 實施有效的監察和監督，以確保相關的安全措施得
以嚴格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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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ident

  A maintenance technician (the deceased) was struck to death by 
a lorry in a metal waste recycling depot. 

1.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was a waste recycling depot (“depot”) 
in which vehicles would enter either for transporting metal 
wastes for sale or for collection of metal wastes to landfill sites 
for disposal.

2. There were one big and two small scales installed in the depot. 
The big scale was used to measure weight of vehicles (“vehicle 
weighing scale”) while the other two were used to measure 
weight of metal wastes to be sold to the depot.

3. The deceased was directly employed by the depot and one of 
his duties was to carry out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different 
equipment in the depot including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4. On the day of accident, the deceased found that a screw which 
was used to fix a mat on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was loosen. 
After notifying his co-worker of his intention to conduct the 
repair work and affirming that there was no vehicle being parked 
or moving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cale concerned, the deceased 
squatted in front of the scale concerned with the use of a spanner 
for tightening the screw. While doing so, he was struck and rolled 
over to death by a lorry.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was an open ground and the weather on 

that day was fine, thereby the deceased should have been easily seen 

by others at his working location. However,  the deceased was not 

wearing a reflective vest at that moment.

2.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measured about 3m x 15m.  A mat of about 

1m wide and 3m long was installed on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by means of screws.  Periodical maintenance work was required for 

ensuring that the mat was fixed firmly onto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3. There was no segregation between vehicles and pedestrian in the 

depot. There was also no proper control of the movement of vehicles 

as no speed limit sign or traffic direction sign or traffic route notice 

were displayed in the depot. 

4. There was neither any marking nor sign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s of the 

vehicles to and from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In other words, vehicle 

could approach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from any directions. 

5. Although a co-worker had indicated to the decease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was clear of vehicles, no one including 

the co-worker concerned was assigned to keep watching if there was 

any movement of vehicles near the working location of the deceased.  

6. The lorry involved in the accident was examined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fter the accident and its conditions were satisfactory, 

thereby the accident was unlikely to be caused by mechanical failure. 

7. There is a blind spot observed by the investigator with his sitting at the 

driving seat when an object of about 70cm in height (about the height 

of a squatted adult) was placed within about 150cm from the front right 

wheel of the lorry. 

8.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no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maintenance works to prevent workers from being struck by moving 

vehicl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work arrangement were 

found as follows:

(a) No risk assessment had been conducted for the maintenance 

works to identify all potential hazards;

(b) No proper traffic management had been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to prevent workers from being struck by moving vehicles;

(c) No proper segregation was provided to the worker during the 

maintenance work;

(d) No safety rule was set to require the worker to wear a reflective 

vest when he was required to work at a place where there was a 

risk of being struck by moving vehicles;

(e) No adequate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in 

relation to the maintenance works were provided to the worker.

         Circumstances

派駐訊號員向車輛
司機發出訊號

Stationing a signaller to 

give signal to vechicle 

drivers

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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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on Recommended

  A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maintenance works of the vehicle 

weighing scale sha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o prevent workers from 

being struck by moving vehicles.  The safe system of work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Appointing a competent person to conduct a task-specific risk 

assessment to identify all potential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where the workers have to work;

(b)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safe work method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work with due regard to the results of the risk assessments;

(c) Avoiding work, as far as practicable, near moving vehicles.  If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do so, proper traffic management should be 

planed and fully implemented to prevent workers concerned from 

being endangered by moving vehicles;

(d) Demarcating and fencing off the working area clearly and properly 

to restrict any vehicle from entering.  Displaying prominent warning 

signs and light signals to alert drivers that work is in progress;

(e) Stationing a signaller to give effective signals to drivers who might 

not have a clear and unrestricted view of the working area;

           Applicable Legislation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a) Section 6A(2)(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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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ection 6A(2)(c)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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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rk:  Relevant Road Traffic Ordinance was also applicable to this case.

明確區分工作範圍並以
適當圍欄隔開，以禁止
任何車輛進入該範圍。

Demarcating and fencing off 

the working area to restrict any 

vehicle from entering.

(f) Ensuring that every worker is wearing a high visibility or reflective 

vest in the working area so that other persons especially drivers of 

vehicles could recognise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g) Providing necessary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to the 

workers concerned and drivers of the incoming vehicles, and 

ensuring tha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traffic management and 

safety measures; and

(h)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to ensure 

all safety measures are strictly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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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海上吊運風險高 危險範圍須圍封

圖 (一) 躉船的船艙 

概要
  意外發生於去年某日下午，一艘本地躉船靠泊於
某個公眾貨物裝卸區進行貨物處理工程。一名工人在
躉船上的貨艙內記錄貨物期間被吊運中的貨物擊中倒
下。他隨即被送往醫院救治，最終證實死亡。

事發經過
  事發當日，該本地躉船以左舷靠泊公眾貨物裝卸
區碼頭並利用船上的吊機，將岸上的尼龍袋裝凍肉吊
運到船艙 (見圖一)。裝貨工作完成後，躉船便會被拖
往長洲進行卸貨。裝貨的尼龍袋每個約1米長、1.2米
闊、1.7米高，重約1.2噸 (見圖二)。

  直到下午三時左右，船艙內已裝好一層高的尼龍
袋裝凍肉，並繼續裝貨堆疊至第二層。控制吊機的操
作員 (俗稱機手) 按照岸上訊號員的指示。將吊鉤下
降到碼頭岸邊，等待陸上的工人將尼龍袋裝凍肉掛上
吊鉤。訊號員指示機手將貨物吊到船艙中間的位置，
於是機手便按照指示將吊桿移送到船艙中間並降下貨
物。懸吊中的凍肉突然因受到湧浪的影響左右搖擺。
此時，機手發現一名男子出現在船艙右舷位置並被搖
擺中的凍肉擊中。該男子伴隨凍肉一同撞向右舷的艙
壁並倒下昏迷 (見圖三)。在場人員立刻停止工作，落
到船艙查看傷者。其後，救護人員趕赴現場為傷者進
行急救，並由救護車送往醫院，經醫生搶救後，最終
不治。

清晰指示要提供 工程監督一定要

圖 (二) 尼龍袋裝凍肉

圖 (三) 事發現場的情況

凍肉

公眾貨物裝卸區岸上

懸掛凍肉因
海浪而搖擺

機手

死者

躉船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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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及分析

(一) 根據在場人士憶述，該名死者為理貨員，負責記
錄每件貨物上的編號，他平日應在岸上做記錄。

(二) 事故當日，死者進入了吊運中躉船的貨艙內做記
錄工作。

(三) 無人得悉他為何於船上工作，其間更沒有人監督
他的工作及安全，而現場亦沒有任何告示提醒他
關於吊運工作進行時須注意的安全措施。

(四) 工程負責人沒有為現場的工人於開始處理貨物
前，提供足夠的安全訓練指示及風險控制措施，
並容許死者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走到船艙工作，導
致事故發生。故此，工程負責人及僱主最終須負
上相關的法律責任。

安全建議
為免同類意外再次發生，提出以下四項建議：

(一)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 (工程)規例》，所有工程都
需要最少一名工程督導員的監督下進行。委任工
程督導員能為現場環境作出監督，並指出工程進
行中危險的地方。發現員工一些不安全行為時更
可即時制止，避免工友曝露於危險當中。

(二) 工程負責人應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避免
不必要的意外風險或造成身體傷害。工程負責人
可以利用圍欄、纜繩或告示牌等限制非必要的員
工於工程進行中進出船艙及劃出安全距離。

(三) 工程負責人或其委任人在開始工程前，應舉行一
個開工前會議，因應每名工人的工作崗位、訓練
資歷及工作經驗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工作指示、安
全指引和工作安排。

(四) 訊號員須加強海面瞭望，因應在船上不同的位置
對周遭環境的視野會有一定限制，訊號員站崗的
位置應當能掌握較為全面的視野和資訊。如在船
艙內工作的工人未必清楚海面情況，其他船隻駛
過而產生的湧浪會導致吊運中的貨物劇烈搖晃。
訊號員應及早通知船艙內的工人和與吊機操作員
協調，可讓他們有足夠時間作出反應，並做好安
全準備。

適用法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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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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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第548 I章《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第18
條—工程須由工程督導員監督

(1) 除非工程是在最少一名工程督導員的監督下進
行，否則不得在本地船隻上進行、對本地船隻
進行或藉本地船隻進行任何工程。

iii) 第548 I章《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第23
條—工程負責人及僱主的一般責任

(1) 提供予受僱人就工程使用的任何機械、裝備或
裝置，均須處於安全的操作狀況。

(2) 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須採取措施以確保
受僱人在工作過程中的安全。

(3) 須提供為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受僱人
在工作過程中的安全而需要的資料、指示、訓
練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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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職業環境衞生師 / 職業健康護士        
語言：粵語  

勞工處轄下
的職業健康服務，

每月均舉辦職業健康
公開講座，以提高僱主

及僱員對職業健康
的認識。

勞工處職業健康
公開講座

查詢及報名電話：2852 4040  傳真：2581 2049

費用全免

2021年1月 2021年3月
工作與常見的腸胃病講座

1

工作壓力講座

3

2021年3月16日（二）
下午6時30分至8時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維多利亞公園對面/
港鐵天后站B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16/3

2021年2月

辦公室僱員職業健康
系列(I)使用電腦的職
業健康錦囊

講座

2

2021年2月8日（一）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8/2

工作與健康生活方式講座

1

日期
時間
地點

1/2

2021年2月1日（一）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職業病預防策略講座

1

2021年1月14日（四）
下午3時至4時15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14/1

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
背部勞損

講座

4

2021年1月26日（二）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維多利亞公園對面/
港鐵天后站B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26/1

預防下肢勞損及站立
工作指引

講座

2

2021年3月11日（四）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11/3

辦公室僱員職業健康
系列(II)預防筋肌勞損

講座

4

2021年3月22日（一）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22/3

2021年3月4日（四）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維多利亞公園對面/
港鐵天后站B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4/3
化學品與職業健康講座

2

2021年1月21日（四）
下午3時至4時15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21/1
工作間的急救常識講座

3

2021年1月25日（一）
下午6時45分至8時15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維多利亞公園對面/
港鐵天后站B出口)

日期
時間
地點

25/1

工作間的感染控制講座

3

日期
時間
地點

23/2

2021年2月23日（二）
下午6時30分至7時45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號
(維多利亞公園對面/
港鐵天后站B出口）

預防上肢勞損講座

4

日期
時間
地點

26/2

2021年2月26日（五）
下午3時至4時15分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港鐵尖沙咀站E出口)



C

M

Y

CM

MY

CY

CMY

K





 

 

 

‧公司簡介 

‧最新動向 

香港灣仔港灣道 30號新鴻基中心 24樓 2421-25室 

Room 2421-25, 24/F, Sun Hung Kai Centre, 30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852) 2511 9001 Fax: (852) 2580 0697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於 1998 年在香港成立支部，公司業務以基礎

工程、防止山泥傾瀉斜坡改善工程、工地平整工程、道路及渠務工程及水務

工程為主。中國地質亦是獲得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及 ISO50001 認

證的承建商。中國地質積極參與各項職安健比賽，並在香港建造業界屢獲殊

榮，包括獲得「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承建商獎」、「公德地盤嘉許計劃」及各

項職安健大獎等。 

中國地質積極参與業界推廣活動共同提升安全標準，更獲土木工程拓展署

的土力工程處委托協助編制「供農夫車使用的臨時工作台作業備考」及「安

全使用電絞車於斜坡工程」，將特定工序安全標準化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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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C_SupplierDirectory2020-21_DirectoryAd_A4_v3_1211_OP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郵：oshc@oshc.org.hk 網址：www.oshc.org.hk

電話：2739 9377 傳真：2739 9779
OSHC HK

香港職安健產品及服務供應商指南

職安局每年製作供應商指南，為各界提供方便索引去
物識合適職安健產品，內容涵蓋：

多種廣告形式任君選擇！

www.safetydirectory.hk

個人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
物料處理、上落及儲藏設備
環保及廢料減少產品
清潔、消毒及防蟲
醫療、保健及人體工效設備（包括防疫用品）

防火設備
工業機械
教育及訓練
顧問及認證
醫療及治療

歡迎刊登廣告

1 1公司名錄 網上版 長型廣告

單色 1 Color

電子書 e-book

於電腦或平板顯示屏的廣告尺寸

網頁版公司名錄
COMPANY 

LISTING 
IN WEBSITE

HK$1,860

1/4頁
Quarter

Page HK$2,580
140高X103闊（毫米）

半頁 Half Page

HK$4,650
140高X210闊（毫米）

電子書版 彩色廣告

HK$6,000
3 個月

HK$13,200
1 年

HK$10,550
6 個月

最受歡迎

於智能電話顯示屏的廣告尺寸

300高X300闊（毫米）

以雙語（中文/英文）刊載貴機構的資料
於《香港職安健產品及服務供應商指南
2020－2021》電子書版內及網頁版中，
並提供超連結功能，讓讀者直接連結到貴
機構網頁。

全頁 Full Page

價值 HK$1,860
免費附送「公司名錄」

HK$7,900
285高X210闊（毫米）

160高X800闊（毫米）61高X155闊（毫米）

1 1 2 2 3 3

網上版 電子書 訂位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