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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從業員多達二十萬，從經

濟和就業角度，是香港的重要行業，

但飲食業同時也是工業意外率最高的

行業。職安局、業界和持份者決意改

變這個情況。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

起點，是正視和了解問題的根源。最

近，職安局剛完成了「香港飲食業受傷

僱員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調查」，期望

能針對問題，找出改善現況的方法。

調查集中了解飲食業意外的三大

類別，分別是被手工具所傷、遭熱物灼

傷和絆倒滑倒受傷。調查結果顯示，

亦正如我們一直所強調的，僱員僱主

都有不可推卸的職安健責任。

廚藝精湛的廚師都是用刀高手，

但原來他們亦可能被刀所傷。被手工

具所傷，特別是刀傷，是飲食業最普遍

的意外。調查發現，有近九成被手工

具所傷個案是被刀割傷，當中更有近

兩成是經驗超過二十年的廚師或其他

從業員。事實証明，即使技術再好，趕

時間、忙中便容易出錯，造成意外。我

們常提醒僱員，職安健的大原則是要

時刻提高警覺，一時鬆懈就容易發生

意外。

灼傷個案每每亦在廚房繁忙時間

的忙亂中發生。員工在我們今次的調

查反映，引致燙傷的原因，很多是不

慎碰到燙熱的物件，或工作期間遇到

濺出熱物時走避不及。大部分被訪者

認為是自己不小心造成意外，正正反

映個人警覺性的重要。我們相信要提

高安全意識，未出現意外前就要留意

爐具和熱物的位置，擺放在安全和不

容易碰到的地方，便可避免不小心的

觸碰，減低意外。

當然，食肆的管理層也責無旁貸，

有必要改善工作流程，提供足夠空間

和設備，如防割手套等，來減低意外

的風險。今次調查發現，僱主向員工

提供的「防護裝備」未必能切合所需，

例如一般的膠手套、乾濕布、圍裙等，

根本不是處理熱物的合適裝備。

飲食業另一類最常見的意外是絆

倒或滑倒受傷。地面有油漬、水漬、

堆積雜物都是造成這些意外的主因。

當我們再深入了解，發現出現這種情

況，往往是由於飲食業沒有執行良好

的工場整理。在今次的調查中，有六

成被訪者不知道公司有否執行 5S良好

工場整理，正好指出問題所在。

其實，不少飲食業的管理層，特

別是規模較大的飲食企業，都接受過

職安健培訓；相反，有七成較基層員工

並沒有接受職安健培訓，導致他們安

全意識可能較薄弱。我們強調，企業即

使訂立了職安健方案，要貫徹執行，

必須讓員工有足夠的認知和配合。所

以我們認為要減低飲食業的意外率，

有必要加強公司上下整體的職安健培

訓。

職安局目前推出了多項資助推廣

計劃，包括「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先

導計劃」，推動飲食業提升職安健水

平。這個計劃包括為企業的基層員工

和管理層提供安全培訓課程，同時認

可安全顧問會協助企業建立 5S良好工

作場所整理計劃。另外，局方亦為其進

行評審，評定企業可否取得相關認可

資格。完成課程和取得認可資格後，

企業便會獲得「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

證書」，除了可以張貼優質標誌以提高

商譽，亦可獲得實質的資助，購買防

切割和防熱手套得等安全裝備。

飲食業依賴出品質素和優質服務，

注意職安健不但減低員工受傷機會，

保障人力資源並藉以確保出品質素的

穩定，不負香港美食天堂的聲譽。 

探討問題根源 
                               改善飲食業職安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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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業界需要 推出策
略性計劃

現時職安局針對飲食業所面對的

職安健問題，推出一系列的推廣項目：

• 於 2013年 6月推出為期 2年的「飲

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先導計劃」。

參與此計劃的企業，其前線員工

和管理人員須接受相關的安全訓

練，藉此提高職安健意識，該企

業亦可獲局方協助推行「飲食業 5S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計劃」，藉此改

善工作場所的安全及整潔水平。

而通過審核的企業可獲得由職安

局頒發的「飲食業優質職安健企業

香港素有「亞洲美食之都」的美

譽，飲食業發展興旺，現時全港約有

16,000間飲食服務機構，僱用超過 23萬

名員工。然而，在急速發展的同時，飲

食業的工傷意外數目卻是各行業中最

多，主要意外類別包括灼傷、被手工

具所傷、滑倒及提舉重物受傷等。雖

然大部分工傷事故性質較輕微，但這

些事故不但令受傷僱員蒙受傷痛，打

擊員工士氣，甚至影響食肆的出品及

服務質素，對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

因此職業安全健康局於今年成立「飲食

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集合業界力量

以推動飲食業的工作安全。委員組織

包括來自勞工處、飲食業界商會、工會

及保險業界代表，以發揮橋樑角色，

促進彼此的溝通和合作，協助進一步

整合及統籌局方相關的宣傳、訓練及

資助等計劃，為餐飲服務業提供全方

位的職安健服務。

先導計劃為業界提供安全訓練及資助，並協助企業推行「飲食業 5S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計劃」。
計劃推出以來得到業界的正面迴響。

證書」，並可獲上限 5,000元的資

助，以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防滑

鞋、防切割手套及隔熱手套。

• 與勞工處、飲食業界合辦全港性

的大型「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

透過研討會、巡迴展覽、安全問

答遊戲及公開比賽，表揚和獎勵

在職安健方面有優良表現的個別

食肆、飲食集團、管理人員和工

友，以提高業內人士和市民的安

全意識。

• 為了加強向前線飲食業員工推廣

職安健文化，職安局每年均於農

通過審核的企業更可獲「優質職安健食肆」標誌，
貼在食肆當眼處，以肯定企業在職安健的努力及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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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新年前聯同飲食業工會實地探

訪食肆，向前線員工派發福袋，

內裡包括各式各樣的飲食業職安

健宣傳物料，以提高業界對職安

健的關注。另外，職安局亦聯同電

台舉辦飲食業職安健推廣活動，

藝人及歌手與飲食業員工一同參

與，宣揚飲食業的職安健訊息。

職安局每年均向飲食業前線員工派發福袋，深受僱
主僱員歡迎。

全港首屆「飲食業職安
健常識問答比賽」

今年職安局聯同勞工處、飲食業

界工會、商會以及香港保險業聯會於

2014年 11月 27日假職安局職安健學院

舉辦全港首屆「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答

比賽」，鼓勵業界參與，期望藉著緊張

刺激的競賽，喚起飲食業在職人士對

職業安全健康的關注，培養良好的職

安健文化，以減少工傷意外的發生。

比賽設有「飲食業職安健盃」和「飲

食業職安健碟」，各組均設冠、亞、季

軍乙名。而獲得最高累積得分的隊伍可

獲頒「最高積分獎」。此外，大會更特

設「最積極參與獎」，以表揚參賽隊數

最多的企業機構。

「香港飲食業職安健狀
況」調查研究

為確保職安健工作的方針能針對

社會上特定的安全和健康課題，並符

合業界需要，局方十分重視各種調查

和研究資料，並積極開展研究和探討

的工作。

繼於 2012年完成「香港飲食業從

業人員肌肉骨骼系統疾患研究計劃」

後，本年度已開展「香港飲食業職安健

狀況」之研究項目，以了解本港飲食業

現時的職安健狀況，並對業界進行工

作安全氣候的調查，探討本港飲食業

僱主僱員的安全態度和行為，評估機

構的安全文化水平，確保本港飲食業

職安健狀況得到持續改善。職安局已

於本年 6至 8月間安排調查員到訪全港

各區食肆進行大型問卷調查，並將收

集所得的數據進行整理歸類及分析，

研究結果會於稍後向業界公布。

透過大眾傳媒宣傳推廣
飲食業工作安全健康

為了令「飲食業安全健康推廣活

動」之各項計劃得到業界的關注及參

與，我們將透過大眾傳媒，如報章、電

台及電視台推出宣傳計劃。其中包括：

• 本年度「飲食業安全健康推廣活

動」將以「護手」作為主題，邀請著

名藝人拍攝宣傳短片，並於公共

交通工具的流動宣傳平台播放，

宣揚飲食業的職安健訊息，提醒

前線員工注意手部安全，減少於

工作時受傷。

• 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作，於本年

10月製作「飲食業職安健知識」15

秒短片，並連續四個星期播放，

向全港市民宣傳飲食業的工作安

全訊息。 

職業安全健康局飲食業職安健督導委員會委員組織

主席
陳永安先生 職安局成員
委員
楊位醒先生，MH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及

職安局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主席
郭宏興先生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及

職安局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副主席
胡 麟先生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員
譚俠聲先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總幹事
梁驅騰先生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副主席
邱金榮先生 稻苗學會第一副主席 /候任主席
李貝特先生 中西飲食業職工會副財務主任
羅大智先生 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副主席
劉逸明先生 香港保險業聯會意外保險公會主席
梁振豪先生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
職安局總幹事或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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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素來擁有「美食天堂」的美

譽，吸引世界各地遊客的青睞，再加

上中國開放自由行政策，更令近年香

港的飲食業發展蓬勃。現時全港約有

一萬六千間餐飲服務機構，僱用超過

二十三萬名員工。飲食業的興旺全賴

努力工作的飲食業從業員。然而，在急

速發展的同時，「美食天堂」這個美譽

的背後其實付出了不少代價，對業界

帶來深遠的影響。根據香港勞工處工

傷意外統計顯示，飲食業是香港工傷

意外數字最高的行業，在 2013年共有

5,740宗工業意外，佔整體數字約 49%。

憑著業界多年以來群策群力，飲食業

的職安健表現已持續改善。下表顯示

由 2009至 2013年間餐飲服務業的工業

意外個案數字（表 1）:

表 1：餐 飲服務業工業意外個案數字
(2009-2013)

年份 個案數字 * 增減百分比(%)

2013 5,740 (0) – 7.66%

2012 6,216 (1) – 13.16%

2011 7,158 (0) – 5.08%

2010 7,541 (0) + 0.95%

2009 7,470 (0) –

總數 34,125 (1)

*括號內的數字顯示死亡人數，數字已包括在意
外數目內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
計數字（2009年 – 2013年）

若仔細分析一下飲食業工傷意外

的成因，大約四成的意外都是由工作

場所整理欠佳引致。例如滑倒及絆倒、

與固定或不動的物件碰撞及提舉或搬

運物件時受傷。因此，於飲食業推行

5S以維持良好的工作場所整理，是業

界預防主要工傷意外的不二法門。

為 何 要 在 飲 食 業 推 行
5S 良好工作場所管理 ?

擁有良好的工作場所管理計劃，

不但可以協助食肆建立一個清潔、整

齊和有條不紊的工作環境，還可讓員

工安心在該處工作。同時，良好的工

作環境亦有助避免或減少因工場整理

不善而造成的損失，機構的生產力也

能隨之而獲得改善。事實上，一般飲

食業的營業時間都很長，涉及的部門

眾多，而食物及貨物種類又繁多，每

項產品更由多種原材料及工序製成，

運作上需要大量人手。5S能有效改善

業界對工作場所的整理、存放、清潔、

標準及從業員的個人修養，從而減少

意外及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素。再

者，清潔的環境能減少製造食物的過

程中出錯的機會，品質更易得到保證。

5S不但容易掌握，而且成效快捷，

其透明度更能有效地加強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建立團隊精神。當員工意識

到 5S對餐飲業的實際效用，食肆的運

作變得更流暢時，各部門就能更融洽

地溝通合作，和衷共濟，同時為顧客提

供一個清潔衛生、明亮優美、舒適安全

的環境用餐，員工亦能更愉快地工作。

整體而言，良好的工作場所管理

能為機構帶來以下好處：

飲食業5S

良好廚房整理有助減少工作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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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食品質素

工作過程、材料、設施及工具儲

存均能有所規範，從而減少食物製造

過程中出錯的機會。

2. 增加工作效率

妥善存放物件，減少因尋找物件、

材料及工具等而影響工作進度。

3. 建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工作場所保持整齊清潔，有助減

少意外發生。

4. 減少故障出現

清掃時檢查各項設施及工具是否

正常運作，並減少因設備故障而要停

頓維修的機會。

5. 孕育良好的安全文化

透過「整理」、「存放」、「清潔」、

「標準」、和「修養」改善工作場所管理，

使員工對工作環境產生歸屬感，從而

激發自發性的安全改善行動。

如 何 瞭 解 5S 良 好 工 作
場所管理

5S是一個經實踐證明非常有效的

工作場所管理工具，起源於日本 5S，

5S以 5個日文用語「 Seir i、Seiton、

Seiso、Seiketsu、Shitsuke」的開頭字母

為名，意思是「整理、存放、清潔、標

準和修養」。

第 1S「整理」: 分類及處置在食肆的各

種物品。

第 2S「存放」: 按物品的重量、用量、

保質期等特性，定出儲

存位置和數量。

第 3S「清潔」: 清除污垢，使物品或設

備經常處於清潔和運作

良好的狀態。

第 4S「標準」: 藉著訂立準則和程序，

鞏固前 3S的成效。

第 5S「修養」: 主要是提高各個員工積

極參與良好工作場所管

理的自發性，時刻將 5S

應用到工作的各層面，

同時親身感受成果。

每個「S」既有獨立的性質，又有緊

扣的關係。有效的整理，可促進有條

理的存放，加上經常保持清潔整齊狀

態，以達致食肆整潔的高標準。經過

反覆的實踐和借鑑，建立良好的工作

習慣和安全文化，此乃一個完整的 1S – 

2S – 3S – 4S – 5S模式。事實上，第 4S

「標準」是 5S的中樞，既為 1S、2S和 3S

提供依據，亦是建立第 5S「修養」的先

決條件。

解構 5S
1. 整理

5S工作場所管理計劃應從整理開

始。負責人應將食肆內的物品清楚地

分門別類，保留要用的，處理不常用

的，棄置不需要的，以避免工作場所

凌亂，以及出入通道受阻。這包括：

(a) 按物品的使用次數、使用時間和

數量，訂下準則，分辨需要和不

需要的物品。

(b) 建立程序處理需要的物品，決定

物品是要保留在從業員身邊、放

在架上還是儲存於食肆附近，並

要集中存放及盡量減低存量。

(c) 建立程序處理不需要的物品，例

如丟棄或賣掉。

2. 存放
將常用的物品妥為存放，讓員工

易於取用，避免浪費時間尋找。對於

不常用或暫時不用的物品，同樣應有

條理地存放並詳細記錄，以便尋找、

拿取和放回。這包括：

(a) 建立一套識別物品的系統，為每

件物品列明其名稱、存放位置及

儲存數量。

(b) 有條理地放置物品，同時考慮安

全、品質和效率，排成先入先出

的使用次序。

3. 清潔
掃除及清理污垢，保持工作環境、

設備、工具和其他物品清潔整齊及狀

況良好。清潔的同時，亦須檢查各項

物品是否處於正常狀態。這包括：

(a) 訂定每位員工應負責清潔的範圍。

(b) 確保員工明白怎樣清潔他們的工

作區域、設施和工具。

(c) 訓練員工在清潔時懂得怎樣檢查

各項設施及工具。

(d) 制訂一套清潔準則和程序。

4. 標準
標準的建立，不但可為整理，存放

和清潔提供依據，亦是最終建立良好

的安全習慣和文化修養的先決條件。

因此，訂定標準是成功推行 5S的重要

的環節。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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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整理訂定準則，以建立規則如

何處理物品。

(b) 為存放訂定識別系統，包括標籤、

顏色區別、目視管理及存放的方式。

(c) 為清潔訂定準則，將工作場所和

物件清潔整齊規範化，及將清掃

及清理行動制度化。

5. 修養
通過整理、存放、清潔和標準的

實踐、經驗的交流和標準借鑑，員工

可逐漸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自覺地

遵守安全工作程序和法例，以及履行

自身的責任，最終可建立促進良好的

安全文化。

在 飲 食 業 推 行 5S 的 困
難

很多時員工對 5S的認識比較表

面，甚至誤解 5S的要求，例如錯誤理

解標籤的用途，故此製造了沒有意義

的標籤；認為自己的工作崗位是自己

的事，不了解劃分物品的位置和先入

先出的重要性。在推動 5S的過程中，

有時亦因個別員工觀念不同，不捨得

丟棄物品而造成障礙。此外，食肆的

人客流量普遍都較大，工作繁忙，會

令到員工感到壓力。

如何有效地在飲食業推
行5S良好工作場所管理?

推行 5S必須從最高管理層的政策

方針開始，然後透過成立 5S執行委員

會，制定 5S的行動計劃。最後食肆主

管應就推動表現作出評核，確定是否

達到所定的標準，以及尋找未來改善

方向。

第 1步－制定推行 5S的政策方針

(a) 飲食業機構的 5S政策是一份由高

層管理所簽署的明文規例，表明

管理層對推行 5S的決心，並承諾

為培訓及改善項目提供所需的資

源。

(b) 向員工解釋他們在推動 5S方面所

擔當的角色，並呼籲他們支持及

合作。

(c) 高層管理者應該有清晰的路向及

明確的 5S改革目標。此外，管理

層亦必須身體力行，以身作則領

導 5S的執行工作。

第 2步－組織 5S執行委員會

(a) 要將政策背後推動 5S的良好動機

變為實際行動，有效的溝通及合

適的組織制度非常重要。成立 5S

執行委員會有助鼓勵各職級員工

積極參與推動 5S工作。

(b) 高層管理者領導執行委員會的工

作，並協助成立工作小組，確立

每位員工在執行 5S的職責。

(c) 要使員工有能力擔其任，主管必須

為他們安排有關 5S知識的培訓，

以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食肆整理

態度。

第 3步－建立 5S行動計劃與執行

(a) 飲食業機構須根據工作目標擬定

5S行動計劃，包括制定工作時間

表，例如先進行大掃除或清理不

要的物品。

(b) 然後機構可發行各樣推動步驟基

準的 5S手冊及守則，為員工就執

行 5S工作提供指引。

(c) 主管必須策動員工達成 5S目標，

並商議達成目標的方法。

第 4步－量度推行 5S的表現及作出檢討

(a) 把執行 5S所採取的行動和所達到

的成效做好記錄，這些記錄能說

明改善工作完成之前和之後的分

別，對評估工作有莫大好處。

(b) 最後主管應就推動 5S的表現作出

評核，確定是否達到所定標準，

從中決定應變措施和將來的改善

行動。

(c) 機構可以透過定期巡查工作場所來

評估5S執行的成效，主管可以利

用5S審核表作為基本的評估範本。

總結
飲食業機構可以透過成立 5S委員

會，制定明確的 5S標準及手冊。在編

制手冊上 5S委員會成員及各分店負責

人可在緊密溝通下達成共識，並將程

序及表格精簡，使執行上更加暢順，

發揮團隊精神。管方亦可不時扮演協

調角色，以解決主管及前線員工的誤

解及成見。另外，高層管理人員亦應

以身作則，帶領推動 5S改善工作。各

分店亦可互相交流推行 5S的經驗，不

斷作出改善及解決有關推行 5S上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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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增加安全知識
職安健星級企業計劃為企業員工

提供全面的培訓課程，讓參加者能把
所學習的安全知識活用於工作上。取
得職安健金星級企業資格的樂森棚業
有限公司董事葉漢瑛先生認為，透過
參與免費培訓，獲取最新的安全資訊，
令員工獲益良多。他說：「坊間很少機
構為業界提供裝修及維修課程。而職
安局的培訓課程能夠提升業界的安全
水平，與其他國家的裝修及維修技術
接軌。」

從事搭棚行業超過 13年的葉漢
瑛，坦言業界需要提升安全水平，以
符合社會大眾的要求。「入行時師傅都
不佩戴安全帶，但隨著社會的進步，
工人的安全意識有需要提升以滿足法
例的要求及客戶的期望。計劃正好提
供相關的課程及透過職安局的資助計
劃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安全設備，以
協助業界提升職安健標準。」

保費優惠減輕僱主負擔
裝修及維修業過去一直面對「保費

貴」及「投保難」的問題，而順安棚業工
程有限公司黃建廷先生也曾經遇到同
樣的情況。經保險公司介紹，他參加
職安健星級企業，取得星級資格後，
可獲取達六折的聯保保費優惠，減輕
公司經濟負擔的同時，亦可以保障員
工工作時安全及健康。

中小企可成為金星企業
剛晉升成為金星級企業的健發建

築有限公司葉瑞鳴先生表示，切實執
行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工友的安全意
識，持續保持良好的安全記錄，是參
與星級計劃的成果。要提升企業的職
安健水平，必須先從制度入手，得到
職安局的協助，成功建立合適的安全
管理制度。參與職安局提供的培訓課
程，讓工友認識工作安全的要點，有效
防止意外發生。成為金星級企業後，
可望令客戶對我們工程質量及安全表
現的信心及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改善工作制度
要取得「職安健星級企業」的資

格，申請企業要花一些功夫。城輝棚業

有限公司吳永輝先生表示員工需要參

加培訓課程，同時需向員工提供安全

指導，以加強員工的工作安全意識。

他說：「要避免意外發生，培養員工安

全文化是十分重要。」

提升安全水平達致雙贏
世紀（亞洲）建築有限公司侯國康

先生也認為工作安全至上。他表示，曾

有相熟朋友工作時，因沒有做足安全

措施而發生嚴重意外。他在安全主任

的介紹下參與職安健星級企業計劃，

在職安局的指導下建立完善的安全管

理制度，經過嚴格的安全審核，取得

職安健星級企業資格，為工人提供更

佳的安全保障，達致雙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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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2116 5637余海娟女士
   2116 5711許敬業先生
傳真：2739 9779

電郵：oshstar@oshc.hk
網頁：http://oshstar.oshc.hk/index.htm

職安健星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

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於 2012年推出「職安健星
級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向裝修及維修公司提
供免費培訓及資助購買合資格的安全裝備，成功通過嚴格
安全審核的企業更可獲最高五折保費優惠。計劃推出
以來深受業界支持，近日再有 5間企業通過審核，共
有 23間企業成功躋身金星級及星級企業之列。



隨著各行各業的競爭日益加

劇、目標營業額不斷上調、工作量

增加令工作時間不斷拉長、工作欠

穩定、加上經濟環境不明朗等外在

因素，形成了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工

作壓力，工作壓力成為了我們生活

中無法避免的一部分。

工作壓力可來自與工作有關的

各個社會心理因素，如工作量大、

人際關係複雜、組織過分約束、工

作欠缺安全感、工作上自決空間不

足、工作氣氛差、環境欠佳、工作

與生活失去平衡，以及需要很大的

情緒勞動（例如經常遭客人拒絕，

但又要保持笑容和客人溝通）等。

當這些與工作有關的因素，例如對

工作的要求未能與工作者的能力或

期望配合，加上對這些因素缺乏控

制能力時，便會出現工作壓力。另

外，工作壓力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也會形成惡性循環，成為壓力的源

頭。

人面對壓力時，雖然未必能改

變大環境，但卻可以調節自己的心

態和看法，別以為自己已無從選擇

而放棄，只要培養多角度的思考習

慣，多與人傾訴，便會發現有很多

解決辦法可以選擇。面對壓力，緊

記提醒自己要停下

來，鬆一鬆，總會

想到好辦法！本文

將介紹如何培養保

持個人身、心、靈

三方面的健康，讓

你可以輕鬆應付各

種難題，活出精彩

的人生。

培 養 身 、
心、靈三方面的健康
－ 身 (physical)：維持健康生活方

式，包括：均衡飲食，避免不健

康飲品，如咖啡、酒精飲品；

定時運動，練習鬆弛技巧，如

冥想；並確保有充足睡眠。

－ 心 (psychological)：培養良好心

理質素，避免自尊心過低，及

慣性的負面想法。

－ 靈 (spiritual)：涉及比心理更高

的層面，包括處世的價值觀及

對人生的看法，懂得面對成

敗，及要避免過分側重物質的

追求。

積極面對問題
－ 向管理層反映意見，消除或減

少壓力來源，例如購買搬運工

具、改善工作流程等。

－ 制訂工作計劃，訂立緩急先

後，改善時間管理。

－ 跟同事與上司商討解決問題的

方法。

－ 將工作分拆為可完成的部分，

並作前瞻性的計劃。

－ 想一想怎樣才可以使工作更富

有意義，以加強工作投入感。

－ 不鼓勵長時間及於空餘時間工

作，應放鬆自己，及經常抽點

時間小休。

改善人際關係及社交支
援
－ 與同事、家人及朋友建立良好

關係，建立社交支援網絡。

工作壓力處理
綠十字  GREEN CROSS  十一月/十二月  Nov/Dec 201410

經常進行運動，可改善健康狀況，亦可紓緩緊張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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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克服逆境帶來

的損害，並使人

積極克服困難。

當遇到壓力時，

有些人可以坦然

面對，甚至越戰

越勇，但有些人

則灰心沮喪，甚

至一蹶不振，其

中分別很大程度

上視乎個人的抗

逆力的強弱高低。

影響抗逆力的因素
影響抗逆力的原因有很多，外

在的原因主要來自家人和朋友的關

心和支持。譬如在工作上遇到困難

時，同事之間如能同心協力，互相

關心，管理層也懂得作出支持和鼓

勵，這樣，工作間自會形成一股團

隊的氣氛，積極鼓勵受到挫折的員

工解決問題；相反，如果機構的上

下員工都採取疏離冷漠的態度，相

信沒有人會願意將問題拿出來與其

他人討論溝通。如遇到員工本身的

自信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強，

便很容易墮入思想陷阱，將自己置

身於死胡同，而他在建立抗逆力方

面也會受到阻礙。

建立「抗逆力」
其實，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會直

接影響他的抗逆力水平。遇到挫折

時，如果能夠依循下列步驟，你也

可以培養出堅強的人格和正面的情

緒：

－ 「關掉」負面想法

－ 越過思想陷阱

－ 找出阻礙你前進的「障礙」

－ 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要積極

及具鼓勵性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在某種情

況下表現某種行為能力的預期。

也就是說，對自己有信心，對人生

有目標，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把

握，在逆境下便能處之泰然，積極

渡過困境。抗逆力強的人的「自我

效能」也高。

「自我效能」越高的人，不單對

工作的信心越大，也因為能採取樂

觀的態度，在面對難關時越能努力

和堅持，成功的機會也越高。

發展正面情緒，培養幽
默感
如果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事情，因此能夠經常發掘事情美好

的一面，保持樂觀的心境，相信未

來是光明的和有盼望的，成為真正

享受生活的「快樂人」。

正如抗逆力一樣，「樂觀」的性

格也是可以後天培養的。而且樂觀

不單能幫助個人克服恐懼，超越障

礙，更有助將開心愉悅的情緒傳染

給身邊的人。如果你能夠時常找到

事情有趣的一面，你便會發覺你遇

到的「問題」會大大減少，而你面對

透過參與活動，與家人朋友建立良好關係。

－ 接納別人的支持，同時亦向有

需要的同事伸出援手。

－ 遇到困擾，可向自己信賴的人

傾訴，或向專業輔導人員或心

理學家尋求輔導。

－ 如出現焦慮不安及抑鬱等症

狀，應盡早求診。

訂立聰明目標
SMARTER Goals
－ Specific－明確詳盡

－ Measurable/observable－可量度

或可見的

－ Achievable－可達到的

－ Relevant to your situation－切

切合自己的情況

－ Time-bound－有時間限制的，

在一定的限期內完成

－ Evaluate－在預定的時間作檢討

－ Reward－如能達標，獎勵一下

自己

增強抗逆力
「抗逆力」是當一個人面對危機

或困難時發揮的適應能力，能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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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也並非想像中的難以應付

了。當然，我們不能對每件事情都

以樂觀的態度一笑置之。尤其當你

面對一項牽涉風險的事情需要作出

決定，便不應抱著輕鬆樂觀，反而

應謹慎從事，衡量失敗的代價，再

作出果斷的抉擇。

列出自己的開心清單
－ 蒐集趣聞、笑話，並與你周圍

的人共享。

－ 培養個人習慣－每天用 15分鐘

使自己快樂。

－ 每天抽出一點時間，回憶當天

使你快樂的事情。

－ 讓自己澄心靜慮，使心靈寧靜。

－ 忘記令你不快樂的事，原諒令

你不快樂的人。

－ 別對現實生活過於苛求，常存

感激的心情。

－ 享受人生，別把時間浪費在不

必要的憂慮上。

－ 身在福中能知福，能忍受壞的

際遇，不忘寬恕。

－ 凡事多往好處想。

處理工作壓力個案
個案 (1)

營業員和從事服務業員工經常

面對很多客人，時常要笑著與客人

溝通；常遭人拒絕，又不可以發脾

氣；經常需到街上促銷，工作環境

可能也不太好。而客人過高的要求

及期望，濫用設施等都是工作壓力

的來源，但這並不一定構成工作壓

力。

持其工作效率及表現，但心裡卻經

常感到焦慮和沮喪，還時常大發脾

氣。在進行重要的會議前更因腸胃

不適，令表現大打折扣。初時小敏

還以為是自己身體出現狀況而影

響其表現，殊不知壓力正影響小敏

的健康、生活和人際關係等多個層

面。

幸好得到家人和朋友及早提

醒，小敏知道是時候要積極面對問

題，才可走出困局。小敏明白客觀

環境上，如人手和工作量問題，她

未必能夠控制，但亦開心見誠地與

上司商量，改善工作流程以減少員

工的壓力。同事亦被她正面和積極

的態度感染，整體的團隊精神大大

增加，對工作壓力的產生起了調節

作用。

在個人層面，小敏改善自己的

時間管理，訂立工作緩急先後；多

想想怎樣令工作更富有意義，以加

強工作投入感。對金錢和生活亦有

所取捨，預留多點休息及空餘時間

放鬆自己，多常抽時間和家人朋友

聚會及運動。

總結
處理壓力並非一朝一夕可成，

可能要一段時間，透過嘗試才可找

出適合自己的方法，只要不放棄，

定可從壓力中茁壯成長！�

服務業員工需面對長工時及不同客人。

試想如該部門有一個很照顧下

屬的上司，同事間又能互相支持，

情況便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整體的

團隊精神可以對壓力的產生起了具

影響性的調節作用。

一些個人特質或性格，如抗逆

力、樂觀、自我效能感和自控，就

是對壓力產生關鍵性影響的個人調

節變數。例如一位員工藉著提高自

己的顧客服務素及積極樂觀的工作

態度來增加客人的滿意度，從而減

少壓力因素的產生，同時加強了自

己的抗逆力。

個案 (2)

公司的目標營業額不斷上調、

令小敏近年工作量大增，工時不斷

拉長，而休息時間卻不斷被壓縮，

在「多勞多得」的薪酬制度下，小

敏在週末亦難免要把工作帶回家。

由於員工流失，她最近還要額外兼

顧一些其他的業務範疇，但又未獲

上司適當的指導。小敏一方面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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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飲食業僱有約 20多萬從業員，是

本港主要的行業之一。飲食業的發展，
對推動本地的經濟及旅遊業起着舉足
輕重的作用。然而，飲食業的工業意外
卻是本港所有行業之首。在 2013年共
錄得 5,740宗飲食業工業意外，每一千
工人計的意外率為 24.2，雖比 2012年的
6,216宗及 26.4有所下降，但數字仍然
高企，情況令人關注（勞工處，2013）。
在 2013年飲食業意外類別中，以「觸
及灼熱表面或物質」、「被手工具所傷」
及「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受
傷為主，分別佔行業工業意外總數的
22.1%、21.8%和 17.9%，合共約佔總數
六成二。可見，若能有效減少這些意
外，便能大大改善飲食業的職業安全
及健康水平。為了更有成效地預防工
傷意外和職業病的發生，職安局決定
於 2005年調查的經驗基礎上，進一步
深化研究，從飲食業的主要工傷意外
類別入手（「被手工具所傷」、「觸及灼
熱表面或物質」以及「滑倒、絆倒或在
同一高度跌倒」），針對飲食業受傷僱
員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作深入的專題
研究，剖析工傷發生的特點及從僱員
的角度了解工傷的原因，為預防工傷
意外和改善香港職安健水平而提供確
實理據。

《綠十字》將會分兩期為大家介紹
調查結果，本期會先報告調查的背景
資料，調查目的和初步結果，而下期
將會報告飲食業三大意外類別進一步
的分析結果。

香港飲食業概況
在過去 10年 (2004-2013)，本港的

整體工業意外數字有明顯下降趨勢。工
業意外數字和每一千名工人計的意外
率分別由 2004年的 17,533宗和 31.5，
減少至 2013年的 11,820宗和 19.6，分
別減少了 32.6%和 37.8%。飲食業的工
業意外數字在過去 10年亦同時錄得下
降，在 2004年有 9,410宗有關飲食業的
意外個案，在 2013年減少為 5,740宗，
下降了 39.0%，而意外率亦由 2004年的
51.5下降至 24.2，減幅為 53.0%。

然而，香港飲食業的職業安全仍然
值得注視。在 2013年本港發生的工業
意外中，接近一半與飲食業有關（5,740
宗，48.6%），分別是建造業（3,232宗，
27.3%）和製造業（1,775宗，15.0%）工
業外意外個案的約兩倍和三倍。儘管飲

食業的意外數字在近年已得到改善，
飲食業的工業意外率卻一直比所有行
業整體工業意外率高，如圖 1所示，在
2013年飲食業每一千人計的工業意外
率為 24.2，比所有行業之整體工業意外
率的 19.6高出約二成四 (23.5%)。

造成飲食業意外的原因主要包括
三大類：「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被
手工具所傷」及「滑倒、絆倒或在同一
高度跌倒」。此三大工業意外個案數字
在近年雖亦有下降趨勢，由 2004年的
6,017宗下降至 2013年的 3,546宗，但
數字仍然高企，一直佔整個行業全年
工業意外總數超過 60%（圖 2），是飲食
業意外的主要源頭。若能減少這些意
外，飲食業的安全將能大大提升。因此
探討引致這些意外的原因非常重要，
將有助我們對症下藥，有效投放資源
改善飲食業的職安健水平。

圖 1：飲食業的工業意外率與所有行業之工業意外率 (2004-2013)

0

10

20

30

40

50

60

每
1,
00
0工
人
計
的
意
外
率

飲食業工業意外率 所有行業之工業意外率

51.5

47.3 47.2
43.5

38.7
35.7 34.7

30.9
26.4

24.231.5 30.6 31.5
29.3

27.2
24.6 24.9 23.6

21.3 19.6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香港飲食業受傷僱員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調查（一）
綠十字  GREEN CROSS  十一月/十二月  Nov/Dec 201414

調查目的
這次研究的目的包括 (1)收集受傷

僱員的人口統計資料和職業資料，探
討他們在受傷時的生理、心理狀態和
感受；(2)探討工傷事故發生的規律及
性質；(3)從受傷僱員的角度，剖析飲
食業的三大主要工傷意外的特性，尋
找意外的根源；以及 (4)提出改善建議
幫助僱主及僱員防止意外，以提升香
港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

調查方法
調查分別於 2005-2010及 2013年

的 6月至 8月暑假期間進行，調查對象
為於勞工處位於灣仔修頓中心及長沙
灣政府合署的職業醫學組等候安排判
傷事宜的飲食業受傷僱員。本調查以
問卷形式進行，針對飲食業的三大工
傷意外類別，共設計了三份問卷，包
括「被手工具所傷」、「觸及灼熱表面或
物質」及「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
倒」。問卷以人、機、物、法、環不同
角度，從宏觀和微觀入手，對意外發
生的空間、周圍環境、所使用的工具
或設備、工作流程等客觀因素、受傷
僱員所接受的安全訓練、意外發生時
的生理和心理狀態、受傷者當時對危
害狀態的警覺性、工友間的溝通，以
及這些因素互動時可能產生的新因素
進行分析。

調查結果
受訪者個人及職業背景資料

是次調查成功收集了 1,669份問
卷，約 43%受訪者被手工具所傷；約
32%是由於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
跌倒而受傷；而約 25%為觸及灼熱表
面或物質而受傷。除有 8%為 20歲或以

下外，其他年齡組別（21-30歲、31-40
歲、41-50歲及 51歲或以上）分別佔 20-
27%（表 1）。仔細分析，被手工具所傷
的受訪者中以 21-30歲人士所佔比例較
高 (33.7%)，而因滑倒、絆倒而受傷者
中則以 51歲或以上的較年長人士為主
(30.4%)；被灼熱物所傷的受訪者的年
齡分佈則較為平均。近七成受訪者為男
性，在三大意外中，被手工具所傷的受
訪者中，男性的比例最大，為 85.6%，
而在滑倒、絆倒意外中，則以女性居
多 (58.9%)。大部分受訪者為已婚人士
（約六成）及以完成中學教育為主（約七
成）。

另外，受訪者主要來自 100人以下
的中小型企業（表 2），約佔 75%，50人
以下企業佔了六成，大部分受訪者從
事現時工作已有 5年或以上 (65%)，其
中約有 21%從事 20年或以上。受訪者
基本上每週工作 6天，佔超過八成，有
約 5%甚至每週工作 7天，而每天工作
9-12小時約有八成人，約 2%人甚至每
天工作 13-16小時，反映受傷僱員普遍
需要長時間工作。

圖 2：飲食業工業意外個案及三大意外個案總數 (2004-2013)
（三大意外：「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被手工具所傷」及「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表 1：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 手工具 滑倒絆倒 灼熱物質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年齡
20或以下 65 11.5% 14 3.2% 23 7.4% 102 7.8%
21 – 30 190 33.7% 71 16.3% 87 27.8% 348 26.5%
31 – 40 120 21.3% 100 23.0% 68 21.7% 288 22.0%
41 – 50 123 21.8% 118 27.1% 76 24.3% 317 24.2%
51或以上 65 11.5% 132 30.4% 59 18.8% 256 19.5%
總數 * 563 99.8% 435 100% 313 100.00% 1,311 100%
性別
男 482 85.6% 179 41.1% 213 68.3% 874 66.7%
女 81 14.4% 257 58.9% 99 31.7% 437 33.3%
總數 * 563 100% 436 100% 312 100% 1,311 100%
婚姻狀況
未婚 274 48.7% 98 22.8% 115 36.7% 487 37.3%
已婚 274 48.7% 310 72.1% 190 60.7% 774 59.3%
離婚 14 2.4% 22 5.1% 8 2.6% 44 3.3%
分居 1 0.2% 0 0.0% 0 0.0% 1 0.1%
總數 * 563 100% 430 100% 313 100% 1,306 100%
教育程度
沒有完成小學 11 2.0% 23 5.3% 10 3.2% 44 3.4%
讀完小學 116 20.7% 108 25.0% 70 22.4% 294 22.5%
讀完中學 411 73.4% 275 63.7% 223 71.2% 909 69.7%
證書或文憑 18 3.2% 19 4.4% 8 2.6% 45 3.4%
大學或以上 4 0.7% 7 1.6% 2 0.6% 13 1.0%
總數 * 560 100% 432 100% 313 100% 1,3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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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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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訪者職業背景資料
職業背景資料 手工具 滑倒絆倒 灼熱物質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公司的總僱員人數

19人或以下 195 35.9% 122 30.0% 100 34.6% 417 33.7%

20至 49人 151 27.8% 96 23.6% 86 29.8% 333 26.9%

50至 99人 68 12.5% 63 15.5% 52 18.0% 183 14.8%

100至 299人 66 12.2% 56 13.8% 25 8.7% 147 11.9%

300至 499人 13 2.4% 14 3.4% 7 2.4% 34 2.7%

500人或以上 50 9.2% 55 13.5% 19 6.6% 124 10.0%

總數 * 543 100% 406 99.8% 289 100.1% 1,238 100%

從事現時工作的年資

少於 5年 204 36.7% 139 31.8% 110 35.3% 453 34.7%

5至 9年 97 17.4% 89 20.4% 52 16.7% 238 18.2%

10至 14年 104 18.7% 83 19.0% 51 16.3% 238 18.2%

15至 19年 48 8.6% 36 8.2% 25 8.0% 109 8.4%

20年或以上 103 18.5% 90 20.6% 74 23.7% 267 20.5%

總數 * 556 99.9% 437 100% 312 100% 1,305 100%

1天 0 0.0% 1 0.2% 0 0.0% 1 0.1%

2天 2 0.4% 5 1.2% 0 0.0% 7 0.5%

3 天 2 0.4% 8 1.9% 2 0.7% 12 0.9%

4天 5 0.9% 6 1.4% 3 1.0% 14 1.1%

5天 33 5.9% 35 8.2% 24 7.7% 92 7.1%

6天 487 86.7% 354 82.9% 267 86.1% 1,108 85.3%

7天 33 5.9% 18 4.2% 14 4.5% 65 5.0%

總數 * 562 100.2% 427 100% 310 100% 1,299 100%

不包括用膳時間，實際每天工作時數

1-4小時 3 0.5% 5 1.2% 3 1.0% 11 0.8%

5-8小時 70 12.5% 90 20.9% 51 16.6% 211 16.3%

9-12小時 475 85.0% 322 74.7% 248 80.5% 1,045 80.5%

13-16小時 11 2.0% 14 3.2% 6 1.9% 31 2.4%

總數 * 559 100% 431 100% 308 100% 1,2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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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飲食業受訪者工作崗位
工作崗位 手工具 滑倒絆倒 灼熱物質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廚師 436 61.6% 129 23.8% 205 49.7% 770 46.4%

清潔╱洗碗╱雜工 70 9.9% 91 16.8% 43 10.4% 204 12.3%

侍應 23 3.2% 109 20.1% 48 11.6% 180 10.8%

收銀╱水吧 35 4.9% 40 7.4% 40 9.7% 115 6.9%

接待╱知客 58 8.2% 9 1.7% 23 5.6% 90 5.4%

傳菜╱售點 14 2.0% 44 8.1% 19 4.6% 77 4.6%

點心 26 3.7% 26 4.8% 16 3.9% 68 4.1%

經理╱主任 15 2.1% 30 5.5% 4 1.0% 49 3.0%

部長╱組長 9 1.3% 33 6.1% 4 1.0% 46 2.8%

送外賣 0 0.0% 6 1.1% 4 1.0% 10 0.6%

其他（倉務、文員、司機、
搬運、技工、電工）

22 3.1% 24 4.4% 6 1.5% 52 3.1%

總數 * 708 100% 541 99.8% 412 100% 1,6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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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四成受訪者來自中式酒樓，
另外三成多來自茶餐廳及西式餐廳，
其餘是快餐店、日式餐店、大牌檔、
粥麵店、酒吧、飯堂等（圖 3）。約五成
(46.4%)的受傷者是廚師，有 770人；清
潔╱洗碗╱雜工有 204人，約佔 12%，
侍應約佔 10%（180人），其次為收銀╱
水吧（約 7%）、接待╱知客（約 5%）等
（表 3）。受訪者工作崗位分佈與飲食
業的人力調查報告相似（職業訓練局，
2011），人力調查報告指出從業員當
中，廚師為較多數（佔超過三成），而
清潔╱洗碗╱雜工約為 14%，接待╱知
客╱侍應約為兩成。以三大意外種類來
看，被手工具所傷的廚師有 436人（佔
手工具意外的 62%），而滑倒、絆倒或
在同一高度跌倒、觸及灼熱表面或物
質的廚師分別有 129人 (24%)及 205人
(50%)。結果反映廚師面對的職安健風
險較其他工作崗位大，且多涉及被手
工具所傷。進一步分析，因滑倒、絆倒
而受傷的受訪者中，除廚師外，侍應
和清潔╱洗碗╱雜工所佔的比例亦較
多，分別約為 20%和 17%，反映侍應、
清潔╱洗碗╱雜工的工作安全不容輕
視。

圖 3：飲食業受訪者所工作的食肆種
類（回應人數：16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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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傷病假天數方面，被手工具
所傷的受訪者平均需 26天病假，最
高可達 620天；因觸及灼熱表面或物
質而受傷者的平均病假為 18天，最
高達 365天；而因滑倒、絆倒或在同
一高度跌倒的受訪者的病假最長，達
910天，平均為 71天。整體而言，受
訪者的總平均病假為 38天（表 4）。根
據勞工處補充勞工計劃現時飲食業員
工每月中位工資約 10,358港元，推算
平均每名受傷工友之工傷病假約引致
13,120 (10,358/30*38)港元損失，最高
可達 314,193 (10,358/30*910)港元。在
2013年飲食業工業意外有 5,740宗，若
以以上數字推算飲食業受傷僱員對業
界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經計算後約為
75,309,565 (10,358/30*38*5,740)港元
損失，結果反映工傷引致的損失不容
忽視。

受傷現場環境和安全訓練
有 66%因滑倒、絆倒或跌倒的受訪

者表示，意外發生現場的地面情況不
佳，包括地面濕滑、不平坦、傾斜、油
漬、有積水；有一半因觸及灼熱表面
或物質而燙傷的人認為當時環境炎熱
（圖 4）；約 21%被手工具所傷的人認為
他們工作空間不足。結果顯示良好的
地面情況和良好的工作場所整理對預
防滑倒、絆倒或跌倒意外非常重要。
另外，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如
隔熱手套、安全鞋、防割手套等對於
預防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而燙傷及被
手工具所傷亦相當重要。

大部分受訪者 (62.1%)在意外發生
前沒有接受過任何安全訓練，受過訓練
的不足四成人。進一步分析，在受過訓
練的被手工具所傷的受訪者中，只有
19.6%曾接受安全使用手工具訓練，而
因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而受
傷的受訪者，只有 7%接受過與工作場
所整理有關的訓練；至於觸及灼熱表
面或物質而受傷的受訪者，接受爐具
使用和處理灼熱東西安全訓練的分別
僅有約 6%和 13%（表 5）。從整體數字來
看，飲食業從業員安全訓練情況並不
理想，受傷僱員中只有 0.7%曾修讀飲
食業工作安全和 4.6%修讀飲食業督導
員證書課程。結果反映飲食業受傷僱
員的安全訓練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強。

表 4：飲食業受傷僱員工傷病假天數
受傷種類 飲食業受訪者整體工傷病假日數 推算 2013 年

工傷病假
引致的損失 *

最少病假
日數

最高病假
日數

平均病假
日數

整體平均
病假日數

被手工具所傷 2 620 26 75,309,565
（港元）

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2 910 71 38

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 1 365 18

*飲食業員工每月中位工資約為 10,358港元（勞工處補充勞工計劃，2014年）

天氣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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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間不足夠 環境潮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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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 滑倒絆倒 灼熱物質

照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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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受訪飲食業受傷僱員記述意外發生時的環境狀況

表 5：受訪者於意外前接受安全訓練的種類（可選多項）
安全訓練的種類 手工具 滑倒絆倒 灼熱物質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防火 164 23.1% 112 20.7% 80 19.2% 356 21.3%

手工具使用 139 19.6% 58 10.7% 46 11.0% 243 14.6%

爐具使用 138 19.4% 72 13.3% 23 5.5% 233 14.0%

處理灼熱東西 94 13.2% 63 11.6% 54 12.9% 211 12.6%

人力提舉 65 9.2% 53 9.8% 32 7.7% 150 9.0%

工作場所整理 32 4.5% 38 7.0% 16 3.8% 86 5.2%

急救 33 4.6% 28 5.2% 23 5.5% 84 5.0%

防護用具使用 29 4.1% 35 6.5% 17 4.1% 81 4.9%

安全督導員 31 4.4% 32 5.9% 13 3.1% 76 4.6%

機器使用 26 3.7% 24 4.4% 14 3.4% 64 3.8%

凍房工作 26 3.7% 20 3.7% 16 3.8% 62 3.7%

化學品使用 14 2.0% 18 3.3% 12 2.9% 44 2.6%

食物升降機 12 1.7% 12 2.2% 9 2.2% 33 2.0%

梯具使用 10 1.4% 15 2.8% 6 1.4% 31 1.9%

電力安全 11 1.5% 16 3.0% 2 0.5% 29 1.7%

應付工作暴力 6 0.8% 13 2.4% 3 0.7% 22 1.3%

處理氣體洩漏 4 0.6% 9 1.7% 5 1.2% 18 1.1%

飲食業工作安全 12 1.7% 0 0.0% 0 0.0% 12 0.7%

其他（消防講座、安全用車、
平安卡）

13 1.8% 6 1.1% 14 3.4% 33 2.0%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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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吊運工序廣泛應用於建築地盤、

工廠、貨櫃碼頭等多個行業。借助於
不同類型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進行
吊運，可讓我們迅速地搬運大型或笨
重的設備及物料到指定位置等，從而
減少員工的體力處理操作。若不正確
地進行吊運工序，可引致非常嚴重的
意外，帶來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要
確保吊重工序安全進行，需要考慮多
方面的因素，包括人、機、物、法及環
境，五種因素缺一不可，必須確保所
有因素受到控制，吊重工序才可以安
全進行，如果未能做足或當中出錯，
後果可以非常嚴重。

常見的危害種類及意外
主要成因
• 起重機翻倒
• 負荷物失控墮下
• 被負荷物撞倒
• 接近或觸及架空高壓電纜
• 吊臂或吊纜折斷
• 吊臂互相碰撞
• 起重機械構件超出運作範圍

與吊重工序相關的法例
及工作守則
• 勞工處執行的《工廠及工業經營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

• 勞工處出版的《安全使用流動式起

重機》及《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

工作守則

• 建造業議會出版的《塔式起重機安

全指引》，向業內人士提供正確使

用起重機的安全指引

風險評估
要吊重工序安全和順利地進行，

在每次進行吊重工序前，都必須由具
備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以及曾受相關訓
練的人士進行風險評估，根據每次起
重操作的特性和環境，識別有關的潛
在危害並制定有效的安全措施。風險

評估的目的包括：
• 識別每次起重操作的潛在危害

• 估計可能會被危害所影響的人
• 評估危害的風險，採取適當的預

防措施，將風險減至最低

• 制定相關的緊急應變措施

吊重工序的識別危害及
控制

每次起重操作的吊運工作性質和
環境都有差別，所涉及的潛在危害和

風險也會有所不同。在操作前，必須因
應實際的操作環境和情況作出評核，
識別有關的危害。透過考慮人、機、
物、法、環境五方面的因素，就能有系

統地評估有關的工作危害及風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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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員」、「吊索工」及在附近

工作的其他人士等。

合資格檢驗員

負責定期進行起重機械或起重裝置的

檢驗。他們需要：

• 由須進行吊重工序的東主或起重

機械╱起重裝置的擁有人所指定

• 屬指定有關界別的註冊專業工程

師

• 曾受適當的訓練及有實際經驗

合資格的人

負責定期進行起重機械或起重裝置的

檢查。他們需要：

• 由須進行吊重工序的東主或起重

機械╱起重裝置的擁有人所指定

• 曾受適當訓練及有實際經驗

起重機操作員

負責正確安全地操作起重機。他們需

要：

• 年滿 18歲及持有有效起重機操作

證明書

• 身體及體格健全

• 熟識溝通的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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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索工

負責將負荷物裝上起重機及卸下。他
們需要：
• 曾受基本安全吊重訓練
• 與操作員聯絡及指示起重機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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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操
作員。他們需要：
• 曾受基本安全吊重訓練
• 指示起重機及負荷物的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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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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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機械的選擇
選擇合適的起重機，應考慮下列因素：
• 負荷物的重量和體積
• 吊重高度及負荷物移動的距離及

範圍
• 吊重的次數及頻率
• 所需使用的時間
• 地面情況
• 其他特別因素

測試、檢驗及檢查
所有有關起重機的測試及檢驗均

須由合資格檢驗員執行，而日常的檢
查則須由合資格的人負責。所有測試、
檢驗及檢查的報告及證明書均須妥為
保存。

安全操作負荷
所有起重機必須根據檢驗證明

書的結果，註明其安全操作負荷 (Safe 

Working Load - SWL)，在吊運時不可
超越此負荷量。

維修及保養
所有起重機必須有定期的維修保

養，以確保它們能維持在安全的操作
狀態。

起重裝置
起重裝置在吊重工序中是不可缺

少的，它的作用是將物件縛緊，並懸

掛在起重機上。起重裝置的種類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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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具備足夠知

識或選擇錯誤，便很容易令到吊重工

序出錯而導致意外。所有起重裝置亦

應由合資格檢驗員進行測試及刻有安

全操作負荷 (SWL)。

纜吊索
• 如使用多於一條纜吊索進行吊運，

應使用嵌環把纜吊索連在一起及

應注意每條纜吊索之間的夾角，

不應大於 90度

• 不可使用破損的纜吊索

• 吊重時不可超越安全操作負荷

(SWL)

• 須有定期的檢查

• 如發現纜吊索的直徑改變、纜絲

折斷、出現孔眼、扭結或索股磨

損程度超過 1/3等情況，便應立即

停止使用及適當地棄置

纜吊索－螺絲鋼碼扣
• 鋼碼扣必須正確地安裝

• 須裝有嵌環，最少有三個鋼碼扣

及安裝方向要正確

• 鋼碼扣間距離須相同及應為纜吊

索直徑的六倍，第一個鋼碼扣應

盡量靠近嵌環

鏈吊索
• 鏈吊索一般由合金製造。如其中

一節出現問題，可能導致整條鏈

吊索不安全

• 不可用拉長、扭曲、有缺口、裂痕

磨損的鏈吊索

• 損壞的鏈吊索會突然折斷，不像

纜吊索般容易察覺。因此，吊運

時應盡量選用纜吊索

• 如發現鏈吊索的鏈圈出現拉長、

扭曲、磨損、甚至出現缺口、裂痕

等情況，便應立即棄用

鈎環（俗稱塞古）
• 鈎環（塞古）不可用普通螺栓代替

原有的鈎環杆

• 確保螺栓杆完全鎖上及在吊運時

不可令鈎環側向一邊

• 如在吊運時，可導致杆轉動便不

應選用螺栓類形鈎環

• 鈎環杆應經常扣在吊鈎上。可使

用金屬墊圈固定鈎環位置

有眼螺栓
• 不可直接將吊鈎扣在有眼螺栓上
• 有眼螺栓提升角度不可少於 45度
• 不可使用一條長吊索穿過兩個有

眼螺栓

吊鈎
• 所有吊鈎均應裝上安全扣（特別設

計的吊鈎除外）

• 不可將安全扣除下或縛上

• 吊鈎在吊運工序中是不可缺少的

起重裝置，它的種類很多，用以

配合不同的吊運用途

• 可裝有轉環以容許負荷物轉動

• 保持鈎在垂直位置，如吊鈎側向

一方可影響吊鈎之安全操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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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樑
• 常用作吊運較長的物件

• 每一個吊重連接點均不可超出安

全操作負荷

• 吊樑的重量須計算為吊重物件之

一

色碼
• 使用色碼制度標示起重裝置已通

過檢查及其可安全使用的指定期

間

• 必須定期告知工人有關色碼的資

料

Jan • Mar
一月至三月

BLUE
藍

本季檢查顏色
為

The colour 
coding in this 

quarter is

Apr • Jun
四月至六月

YELLOW
黃

Jul • Sept
七月至九月

GREEN
綠

Oct • Dec
十月至十二月

ORANGE
橙

To be removed 
from the site
不能再使用
待移離工地

RED
紅

Equipment under 
quarantine
工具待離

WHITE
白

Not used for lifting 
purpose

不可作吊運用途
BLACK
黑

物
• 清楚所須吊運物件的重量及形狀
• 鬆散的貨物應先包裹好或放於合

適的盛器內才進行吊運
• 使用的盛器應是構造堅固及使用

4條吊索吊掛，以防傾側
• 盛器亦應經檢驗並刻有安全操作

負荷 (SWL)

• 注意負荷物之重量以保持平衡
• 鋒利的貨物邊緣應使用保護墊
• 吊運巨大體積之物件時，應考慮

風力的因素及操作員的視線問題

法
• 計劃適當吊運的途徑，確保不會

碰撞其他人，物件或架空電線

• 不要拖行負荷物

• 盡量將負荷物貼近地面運行

• 禁止任何人站立或停留在吊運範

圍之下

• 切勿站立在起吊之貨物上

• 起重機操作時應與圍版或建築物

保持最少 600毫米的距離

• 在視線受阻時，應由訊號員協助

• 起吊時應使用較慢速度讓吊索慢

慢收緊及保持平衡

環境
不同的工作環境可能影響吊運時

的安全：

天雨

可引致地面濕滑，泥土鬆軟及山泥傾

瀉等，操作員應按情況來決定是否繼

續工作。當發現泥土鬆軟而危害起重

機的穩定性，應停止工作。

雷暴

如遇雷暴，應立刻停止吊運工作，免

受雷擊。

強風

當遇上強風，應將預定的安全負荷量

減低以增加吊運的安全系數。如風力

加強，應停止工作。

地面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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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保持水平

• 接近起重機械之坑穴：加強坑穴

的支撐

架空電纜

起重機應與架空電纜保持最少 9米之安

全距離，並且要留意電纜會否因風力

而搖擺等因素，預留足夠的距離。

總結
與其他高風險的作業一樣，要安

全地進行吊運工序，應事先設立一套安

全的工作系統 (Safe System of Work)。

目的是為吊運工序中的每個環節界定

各種安全方法，以及確保這些安全方法

得以切實執行和有足夠的監察。一套

完整和有效的安全工作方法及程序，

能夠確保將危險消除或將危險程度減

至最低。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安全訓
練套件

為了協助各機構向員工提供基本
的起重操作安全訓練，職安局製作了
一套「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安全訓練套
件」，以供機構在進行訓練時作為參考
及使用。整個套件涵蓋了安全吊運工
作的要點，而為加強課程的互動性，教
材更提供了一系列常見起重操作的意
外個案，供導師及學員作深入討論，
使學員能透過意外個案加深了解起重
操作的危害及相應的安全措施。歡迎
業界朋友免費索取。 

參考資料：

1. 勞工處出版《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

工作守則》

2. 勞工處出版《安全使用流動式起重

機工作守則》

3. 職業安全健康局出版《起重機械及

起重裝置安全訓練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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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許多工作例如水底作業、打撈工

作、潛水捕魚活動、潛水運動，以至興

建地下鐵路、隧道等的地下或水底工

程，均可能需要在高壓環境下進行。

進行某些地下或水底工程時，為

了防止泥土倒塌或防止地下水湧入作

業範圍，必須使現場的空氣壓力增加

至與地下水的壓力相等，或大於地下

水位的壓力，因此需要灌輸大量的壓

縮空氣進入隧道內，直至管道內的氣

壓達 2.5 bar (35 psi)至3.5 bar (50 psi)，

而施行的氣壓就視乎工序的施工情況

和土質因素等而定。

然而，在隧道內形成高於自然大

氣壓的高氣壓環境及施行壓縮空氣工

序時，會涉及不同性質的危害，例如

發生火災和爆炸；氣壓急降而導致水

從挖掘的地方淹進；以及工人在加壓

環境工作時因不適當的減壓程序，導

致身體內的氮氣形成氣泡，並在體內

細胞組織及關節釋出，對工作人士造

成疼痛及引致「氣壓病」等，這些危害

均會對工人的安全和健康構成極大的

威脅。

因此，在高壓環境工作的從業員，

有需要認識氣壓病和相關危害，以及

其基本預防措施，從而有效地減低相

關風險。承建商亦需要制定周詳的安

全計劃和控制措施，防止意外的發生。

今期《綠十字》將簡單介紹在隧道內施

行壓縮空氣工序的相關法例及危害因

素，如火警、水淹、氣壓病及相關安全

措施，以及於採取安全措施時應考慮

及注意的事項。

相關法例
勞工處《工廠及工業經營（在壓縮

空氣中工作）規例》針對 (i)在壓縮空氣

中進行的建築工程；(ii)從事該等建築

工程的承建商；及 (iii)受僱於壓縮空氣

中工作的人及其僱主。

該條例對於在壓縮空氣中工作有

明確要求，例如與在壓縮空氣中進行

的建築工程有關的每個艙壁、氣閘室

或其他構築物，均須構造良好、以質

佳的物料造成及有足夠的強度，並須

妥為維修。而承建商須指定適當的人

選監督在壓縮空氣中進行的作業，提

供適當的供氣工業裝置、員工氣壓調

節室、氣壓施工室、衞生設施、覆壓減

壓室及高壓醫療室等等的相關設施。

危害
火災及爆炸

灌輸大量的壓縮空氣入隧道內

而造成的高壓環境，氧的質量會大增

(greater mass of oxygen)，令燃燒及蔓

延速度加快。那些在空氣中已是易燃的

物料會燃燒得更猛烈，而在空氣中較

穩定的物料，則有機會成為容易燃燒

的物料。建造工程常用的竹桿或木材，

即使材料已經過防火加工處理 (treated 

with flame retardant)，亦有可能在高壓

環境下燃燒起來，而不是只會被燒黑。

此外，很多塑膠材料會因容易燃燒而釋

出有毒濃煙。至於機械裝置的油喉，如

出現些微的滲漏而釋出油霧，也有可

能會在高壓及高溫環境下燃燒起來，

或因一些機械工序（如打磨）所產生的

火花而引發爆炸的意外。

在高壓環境下，發生火警的風險會增加。

水淹
在高氣壓環境下，如挖掘面有容

易被氣體穿透的空隙或幼砂層，氣體有

機會從那些地方滲漏（灌輸入隧道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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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空氣壓力越大，氣體滲漏的機會

越高），而形成氣體滲漏的途徑或通路

(channeling)，最終導致大量壓縮空氣外

洩，隧道內氣壓會突然驟降，令地下水

湧入，甚至出現泥土崩塌等危險狀況。

「氣壓病」
「減 壓 病」( d e c o m p r e s s i o n 

sickness)是潛水危害及「氣壓病」的一

種。由於患者多是從事潛水工作，因此

「減壓病」亦俗稱「潛水員症」。當人體

在壓力差距大的環境下工作，但因沒

有足夠及遵守相關進出高氣壓工作的

安全程序，使有機會患上「氣壓病」。

「氣壓病」是由於工人離開加壓施

工場地（壓力減少）時，周遭環境壓力

急速降低，造成壓力突變所引起人體

的異常反應，這些異常反應的主要成

因，是由於溶於體內氮氣的張力減低。

當身體曝露於壓力下降的環境時，氮

氣會被釋放到離開身體的氣體中，但

若氮氣被逼離體液的速度太快時，會

形成氣泡，氣泡會在身體內任何一個

部分形成，可導致急性至慢性不等的

症狀，亦俗稱「減壓病」。常見的症狀

包括：骨骼及關節重疼痛；骨骼及關節

受損；肩或髖關節疼痛及肺部；耳朵、

鼻竇道受到損害（如耳膜破裂）等等。

吸困難、乏力、痲痺、癱瘓，嚴重的會

不省人事及死亡。由於氣泡可以在身

體任何一個部分形成，當氣泡出現在

肩膀、手肘、膝蓋及腳跟上，會出現疼

痛的症狀；若氣泡流動到肺部，可導

致肺部內的空氣因水壓減少而膨脹，

引致肺膜破裂；若氣泡沿血管流動到

腦部或頸部栓塞，可以在短短一秒間

令大腦缺氧，導致昏迷甚至死亡。

安全措施
火災及爆炸
• 使用低燃性 (low flammability)的機

械裝置液壓油 (hydraulic oil)；

• 蓄電池不應在高氣壓的環境下進

行充電工序。如要進行有關的工

作，必須進行風險評估，並在充

電工序的工作範圍內提供有效的

局部抽風；

• 盡量避免在壓縮空氣的環境下進

行燒焊、打磨或其他熱工序。如切

實不可行，應進行風險評估，制

定合適的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

負責安全的人士應向有關工序發

出熱工作許可證，並在開始工作

前，提醒工人有關工作的潛在危

險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 由於氧氣有機會從高氣壓區

(compressed-air zone)洩漏出大氣

壓區，如臨時支架或其他臨時設施

是用木材建造（例如泥坑板等），

在氧氣源源不斷供應（洩漏）的環

境下，容易被燃燒，有可能導致火

災發生，而支架亦會因此倒塌，阻

緩救火行動。如不幸發生火警，

建議在滅火時，用水泥漿 (grout)、

黏土 (clay pug)或類同物料的物質

覆蓋火種，並用窒息法停止供給

氧氣，停止燃燒。另一方面，在隧

道內裝置消防用水的管道及消防

栓，可在緊急時使用大量的水，

利用降溫法去滅火；

• 小心檢測及量度隧道內有可能存

在的爆炸性氣體，常見的爆炸性

氣體有甲烷 (methane)等。當探測

結果顯示有甲烷存在，便應在進

行高氣壓的工作前，採取有效的

安全措施。例如當隧道挖掘工程

穿越有甲烷存在的石土層時，施

行高氣壓工作工序會大大增加火

災和爆炸的危險，尤其是當壓縮

空氣滲進煤層 (coal seams) 𥚃時，

會促發燃燒的現象。因此，在施工

時，應消除或盡量減少壓縮氣體

外漏 (outflow of air)而穿透石土層

的情況出現，例如保持挖掘的土

層壁濕潤或封漿（如實際可行），

令內壁成黏着狀態。

水淹
• 小心勘探施工地點的土壤及計算

在隧道內應使用的壓力數據，與有

關人士磋商施工方案後，才釐定

灌輸壓縮空氣入隧道內的水平，

以最低但確保有足夠的高氣壓作

業為法則；

• 施行高氣壓作業期間，應安排工

人進行持續監察，以確認是否有

氣體外漏的情況出現，否則隧道

內壓力會下降並引致水淹；

• 在施工時，用水泥漿或類同物料的

物質填補地層間之空隙，以防止

壓縮氣體經這些空隙大量外洩，

令工作地點內的高氣壓環境突然

驟降。

當潛水員的減壓速度太快時，便有機會患上減壓病。

「減壓病」之症狀
「減壓病」的症狀有皮膚皮疹、虛

脫、關節痛、視覺障礙、平衡障礙、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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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減壓病」
治療的原則是清除體內氣泡栓塞，

方法是及時進行再加壓治療。首先，將

患者送入特製的醫療艙內，將艙內的

氣壓升高致一定程度，迅速對患者加

壓，待停留一段時間後（30分鐘至 2小

時或以上不等），當體內的氣泡消除，

症狀會逐漸消失，即解除急性症狀。

待病人的症狀消失後，再按照規定逐

漸減壓至正常的氣壓。此時，整個加壓

療程將完成，病人可以離開醫療艙。

為了防止復發，通常都要患者就地觀

察一段時間（1至 6小時不等）；

加壓治療，是唯一治療減壓病的

方法，可治癒 90%以上的減壓病，所以

絕不能隨便放棄，並要及早進行。越早

治療，療效越高，如超過 36小時，會

增加治療上的困難和影響效果，容易

造成不可恢復的後遺症，例如癱瘓，

或致終身殘廢。

除了上述預防和治療措施外，僱

主應在高壓環境下工作之前制定以下

預防及控制策略：

健康篩選措施
應向從業員提供就職前的健康篩

選和定期性的體格檢查。如工人健康

情況不適合，千萬不要勉強。至於給

予從業員的定期體檢，可以是數月或
一年進行一次，包括在有需要時進行
上下肢骨骼X光檢驗。

醫學選擇合適員工
• 不合適的原因：年齡超過 35歲、

肥胖、酒徒、心肺慢性病；

• 暫時不合格：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鼻竇炎、氣管炎；

• 永久不合格：II類減壓病；心、肺
及神經系統的病。

醫療上的監督
《工廠及工業經營（在壓縮空氣中

工作）規例》第 24-27條載有由承建商或
僱員指定醫生、醫療上的監督與證明
及壓縮空氣工作人員健康登記冊等的
要求。

嚴格的就職前體檢和定期檢
查制度

就職前體檢旨在挑選健康合格的
從業員，僱主應每月給予從業員醫療
檢驗，一年一次大骨頭X光照片，並規
定要在由勞工處認可，及由僱主指派
的醫生診所進行化驗。

建立呈報制度
為預防氣壓病的發生，勞工處與

指定認可的醫生建
立了職業病呈報制
度，規定每位指定
的醫生要將報告檢
驗資料呈報勞工處。

安全及職業健
康教育

僱主應給予所
有進出高氣壓環境
從業員相關的預防
知識教育，使工人

了解發病的原因及預防方法；提供訓
練，包括加壓和減壓的訓練，讓工人熟
悉和掌握預防方法；選擇合適的加壓
和減壓方案，並嚴格執行；成立專責
的安全監督小組，當中必須有工程技
術人員和相關醫務工作者，共同給予
現場經常性的監管工作。近年來，預
防減壓病的趨向，是延長減壓時間，
縮短工作時間和給予員工適當的休息。

供氣的工業裝置
供應壓縮空氣給任何員工氣壓調

節室、氣壓施工室、高壓醫療室或覆
壓減壓室的供氣工業裝置，須有適當
的設計；醫療減壓室要設置在作業地
點附近，以達到能及早進行加壓治療
的目的。

總結
為確保加壓環境的作業安全，工

作人員的健康篩選、加壓系統的保養

檢查、工作時間安排、加壓和減壓方

案及氣體成分的監控等，均須嚴格執

行，以減低氣壓病發生的機會。

有見及此，職安局亦提供相關的職

安健訓練課程－「氣壓病及預防方法」。

此課程除了簡介相關的職業安全健康

法例外，亦會加強學員對氣壓病，包

括減壓病、氣壓傷及骨壞死的認識，

患病的主要徵狀，緊急程序，基本預防

措施及治療，講解氣壓病的危害及有

關工序，分享職業引致患病的例子，

從而提高學員的安全意識及減低染病

的風險。

參考資料 :

1. 勞工處出版《工作守則：工業潛水

的工作安全與健康》

2. 勞工處出版《減壓病》

3. 勞工處出版《潛水員的身體檢查的

醫生指引》 制定合適的加壓和減壓程序以預防「氣壓病」。



職安局針對建造業高處墮下的死
因研訊個案進行系統性的分析，旨在剖
析導致意外的根本因素以及這些因素
的相互關係，上一期《綠十字》介紹了
各種意外因果分析系統，並選定HFACS

模式進行分析，今期的《綠十字》將報
告分析結果，並建議有關的預防措施。

分析結果
墮下意外的一般特徵

除兩宗個案外，其餘個案均涉及
男性工人（約佔 96%），這與從事建造
業的工人一般以男性為主有關。而年
齡方面，如圖 3所示，墮下工人主要在
45-60歲之間，約佔六成。這與本港建
造業工人的年齡分佈大致相符，根據建
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資料，截至 2011

年年底，大部分建築工人的年齡均在
45歲或以上（約有 60％）。

是次研究亦發現超過三成 (31%)的
意外涉及工作負責人，如管工及領班
等，他們工作時基本上沒有其他人在
場監督，近七成 (69%)為前線工人。另
外，大部分的意外在開工後一段短時
間內發生。約一半意外在工地開工的
第一天發生，發生在開工頭十天的個
案佔超過七成，顯示工人在工程開展
初期的風險特別高，這可能與工人不
熟悉作業環境和工序有關（圖 4）。結果
亦顯示業界推行「建造業關顧新人工作
安全計劃」的重要性，為新入行工人於
安全帽上貼上「Ｐ」牌標誌和新到地盤
工作者使用「Ｎ」牌識別，以便周邊同
事提供指導及提示安全要點。

圖 3：墮下工人的年齡分佈

圖 4：在意外工地開工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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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顯示在墮下工人當中大部分為棚架工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一行業
在高空工作的時間較長。其次是普通工人╱幫工，反映這一群組的安全意識和自我
保護能力應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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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顯 示 大 多 數 的 意 外 發 生
在 10:00-11:00 (13%)，13:00-15:00 
(25%)，以及 17:00-18:00 (17%)。首兩
個時段一般是工人在早上或下午剛開
工不久的時候，而第三個時段則是臨
近收工時候。結果大致符合職安局於
2003年對受傷僱員的調查發現，超過
50%的受傷個案均發生在這些時段（職
安局 2003），顯示在這些時段，工作安
全需要特別留意。

圖 7顯示差不多一半 (48%)意外是
由於工人失去平衡且沒有佩戴適當的
防墮裝置而造成；有四成乃因為工作
台倒塌╱欠佳而引起；有約一成二是
先被物件撞倒再失去平衡而導致。結
果反映使用防墮設備的重要性，這道
最後的安全防線如能正確使用，即使
當工人失去平衡時亦能減低墮下的機
會。

HFACS 因素
圖 8歸納了 52宗墮下意外可能涉

及的因素。我們發現所有意外均與技
術環境 (Te)欠佳有關，因為高空工作本
來就是操作環境危險的工作。另外組
織運作 (Op)亦是與所有個案有關，這
些死亡意外缺乏清晰╱系統性的工作
程序或缺乏監管，或兩者均沒有。其
他較常出現的因素包括督導不足 (Ins)
(82.7%)和計劃運作不周全 (Pio)(75%)，
反映這些承建商的督導和計劃運作較
為不足。而工人的精神狀態或生理狀
態方面，由於調查報告沒有提供相關
資料，所以它們的數值為零。但調查資
料暗示工人在意外時可能有生理或精
神狀態不佳的情況。如在一個案中，一
個 52歲的女工在陡峭的斜坡地盤上割
草，當時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工人需要同時兼顧工具及多樣東西，
稍不留神便會從斜坡上跌下。調查報
告指出這類體力工作非常費力。考慮
到工人的年紀和當時的氣溫，有理由
相信工人當時並不是處於一個良好的
精神或生理狀態去進行工作，由於精
神或生理狀態難以分辨出來，當時的
工作可能已超出她的精神或生理能力
範圍，因此把這意外歸納到生理╱精
神極限個案。

圖 5：墮下工人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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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意外發生的時間

圖 7：工人墮下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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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2

Se De Pce Ev Rv Hbo Pe Pml Crm Pr Ins Pio Fcp Sv Rm Oc

因素 1

Se n.a. n.a. 0.697 0.734 0.467 1 0.582 0.283 0.481 0.67 0.419 0.322 0.171 0.161 1

De n.a. 0.353 0.162 0.767 1 0.689 0.011* 0.253 0.272 0.518 0.439 0.118 0.401 0.753

Pce 0.73 0.365 1 1 1 0.228 0.544 0.272 0.079 1 0.231 0.548 1

Ev n.a. 0.506 0.096 0.632 0.324 1 0.203 0.145 1 0.662 0.757 0.729

Rv 0.152 0.278 1 0.044* 0.578 0.034* 1 1 0.016* 0.092 0.116

Hbo 1 0.161 0.014* 1 0.045* 1 0.198 0.248 0.076 0.021*

Pe 0.003* 0.132 0.401 0.13 1 0.292 0.33 0.058 1

Pml 0.387 0.313 1 0.317 1 0.573 0.004* 0.325

Crm 1 0.719 0.529 1 0.132 0.02* 0.052

Pr 1 0.564 1 1 1 0.173

Ins 1 0.09 0.323 0.272 0.092

Pio 1 0.396 0.518 0.472

Fcp 1 0.685 0.659

Sv 0.26 0.058

Rm 0.065

Oc

HFACS 因素關係分析
除了HFACS因素單獨出現的次數

外，我們亦對任意兩個因素共同出現的
機會進行分析，由共同出現的頻率除於
單獨出現的頻率，以建立Contingency 

Table。Fisher’s exact tests的檢定結果
顯示在表 1，顯著性水平為 0.05。由於
技術環境 (Te)和組織運作 (Op)在所有
個案均存在，為減少偏差，這兩個因素
被抽起。分析結果顯示，決策錯誤 (De)

與組員資源管理 (Crm)有明顯關係，相
關個案顯示團隊缺乏適當知識、技術
以應付工作，容易作出錯誤決定而引
致意外。慣性違規 (Rv)與組員資源管理
不當息息相關，顯示存在慣性違規的
團隊一般在前線都缺乏經驗或知識去
糾正他們的不當行為和跟從適當的工
作程序。慣性違規 (Rv)亦與督導不足
(Ins)和督導者違規 (Sv)有關，這些關係
既明顯且符合邏輯。另外，組員間建立

良好的溝通機制 (Crm)對於減低因其他

人疏忽 (Hbo)而造成的危害和建立安全
文化亦是重要的。由於這些因素緊密
相關，當其中一因素受到控制時，另
一因素的出現亦可能會受到影響。生
理╱精神的極限 (Pml)與資源管理 (Rm)

明顯相關，反映適當設備或其他資源

的重要性，如有較好的資源，可以改

善工作安全和提升工作效率。

結論
鑑於建造業墮下意外頻繁發生，

是次研究對本港發生的地盤墮下意外

* 表示達到顯著水準，即明顯相關

表 1：Fisher’s Exact Test的 p-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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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墮下意外的HFACS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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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詳細研究。我們分析了 52宗香港
建造業的死因裁判個案，這些個案發
生在 1999至 2011年間，屬人體從高處
墮下意外。我們發現有三成墮下工人
是負責帶領或監督該項意外工程的人
士。至於工種方面，墮下工人主要從
事風險較高的棚架工作或作普通工人
或幫工。近半 (44%)意外發生在肇事工
地開工的頭一天，開工頭十天卻佔了
超過七成意外；大部分 (58%)發生在上
午或下午的開工時段，以及臨收工時
候。接近一半 (48%)個案因失去平衡而
墮下，且沒有佩戴合適的防墮裝備；
而有四成意外則因工作台不穩固或倒
塌而墮下。

人為因素是造成大部分意外的原
因，在HFACS理論的基礎上，本研究根
據建造業墮下意外的特徵，對HFACS

模型進行改良，加入一個新的元素－別
人造成的危害，使HFACS模型更具體、
更完整。在已改良的分析框架下，我們
發現技術環境 (Te)和組織運作 (Op)是
最普遍的意外成因，每宗意外都離不
開這兩個因素。此外，督導不足 (Ins)和
計劃運作不周全 (Pio)亦是較常見的意
外原因。關係分析結果顯示，HFACS因
素之間存在顯著關係，如決策錯誤與
組員資源管理欠佳有關。如果富有相
關知識和能力的人士參與決策過程，
便可以減低因錯誤決定而導致意外的
機會。

多宗意外涉及小型工程，在這些
工程中僱主自己亦要進行施工。因此
工作管理、違反和缺乏合適監督是造
成意外的主要隱性原因，反映中小企
業的安全尤其值得注意。我們建議加
強有關管理及督導者的安全管理及督
導技巧的訓練，尤其對中小企而言，
例如有效管理工作風險、合理安排工
作以減低因時間緊迫而引致失誤、安
全巡查和監管機制。另外，加強專業
培訓，提高工人高空工作的能力亦非
常重要。

施工初期容易發生意外，業界推
行的「建造業關顧新人工作安全計劃」
能協助新入行和新進場工友熟悉環境
和得到適當安全督導，我們建議繼續
大力推行此計劃，減低因施工環境不
熟悉而發生的工業意外。另外，技術
環境因素反映了正確使用合適安全設
備的重要性。在這方面，職安局推行
的中小型企業資助計劃既合時，且切
合業界的需要。這些計劃包括裝修維
修及建造業高空工作防墮裝置資助計
劃、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職安健星級
企業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以
及其他資助計劃。這些計劃除提供符
合安全標準的設備外，亦提供相關安
全訓練以確保工人能正確使用這些設
備，更重要是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
我們建議繼續大力推廣中小企資助計
劃，以鼓勵全港的中小型企業進行職
業安全及健康改善計劃，改善安全表
現和提高生產力及競爭力。另外，在
這些計劃中加入監督和安全賞罰的環
節，如定期檢討企業對遵守安全規則
的情況，亦有助監察企業的安全表現
和打擊慣性違規的現象。是次研究找
出的隱性意外原因以及這些原因的關
係，不只存在於建造業的墮下意外，
亦可能與其他行業、其他類型的意外
有關。本研究結果為將來分析各行各
業的意外提供一個有用的參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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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管理工作壓力：「我們見過很多康復

者和病人，他們大部分患上一些重性

的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

鬱症、妄想症等，是不會突然間患上

的疾病。而患上精神病的原因，除了

遺傳因素外，還有很多誘發性因素，

通常是由壓力導致。」

黃廷儼先生表示，每一個年齡階

層都要面對壓力。「現在連小學生也有

明顯的壓力問題，甚至有小學生跳樓

尋死。然而壓力多來自父母抱有「贏在

起跑線」的想法，不斷報讀興趣班，令

幼稚園學童學習壓力大增。」

除了小孩子外，在職婦女更易受工

作壓力影響。「就算在職女性和她的丈

夫同樣為在職人士，

但在中國人的社會，

照顧子女和長者的責

任，很多時還是落在

女性身上。即使聘請

外傭，管理外傭也多

由女性負責。很多女

士有了孩子後，連自

己的興趣也會失去，

這是很危險的警號，

假如生命中只有家庭

及工作，當其中一部分出現問題，你

一半的人生便受到影響，如兩方面同

時出現問題，更可能令你整個人生崩

潰。」

黃先生分享了一宗真實個案，一

名在職人士早上 8時上班，一般來說要

晚上 9、10時或深夜才能完成工作，回

家時子女已入睡。他的妻子規定他假

日必定要放假陪伴家人，然而即使在

家人身邊，但精神還是記掛着工作。

事主說很久沒有顧及自己的興趣或個

人需要，也很久沒有為家人用心去做

事，最近的工作壓力又越來越大，卻

不能處理，覺得相當困擾，因此他的

上級將此個案轉介至心理衛生會。

黃先生指出，沒有壓力問題的人

見到有趣的玩具，會考慮買給子女，但

有壓力問題的事主卻從沒這樣想過。

原來當成為了工作的奴隸，思考模式也

只會想到與工作關連的東西。人的腦

神經系統對常處理的事情會更活躍，

不常處理的事情會減慢其聯繫，對事

主來說，家庭和子女的聯繫就被阻礙

了。外人觀察就會覺得他對家庭不上

心，而事主亦會產生內疚感。這證明

了均衡生活的重要性，否則工作壓力

不但影響自己，更會影響家庭。

職安局聯同心理衛生會，在 2014年 10月至 2015年 1月期間提供到會式「工作壓力
管理講座」，以喚起僱主及僱員對工作壓力管理的意識，增強他們面對壓力時的
柔韌度及管理壓力的能力。

管理工作壓力的重要性往往較易

被忽視。為此，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心

理衛生會，在 2014年 10月至 2015年 1

月期間為不同的機構提供到會式「工作

壓力管理講座」，以喚起僱主及僱員對

工作壓力管理的意識，增強他們面對

壓力時的柔韌度及管理壓力的能力。

《綠十字》特地訪問了心理衛生會首席

企業培訓顧問黃廷儼先生，分享壓力

管理的經驗。

心理衛生會於 1954年成立，是一

間以推廣心理衛生為主的非牟利社會

服務機構，主要提供精神健康的復康

服務、弱智人士復康服務及心理健康

教育服務，一路以來的經驗，令心理

衛生會覺得有需要向在職人士推廣如

調適身心  正視工作壓力
心理衛生會首席企業培訓顧問

黃廷儼先生專訪



調適身心正視工作壓力  心理衛生會首席企業培訓顧問黃廷儼先生專訪
綠十字  GREEN CROSS  十一月/十二月  Nov/Dec 201428

要面對壓力，最重要先認識壓力

來源，及對目前狀況有所醒覺。原來當

面對壓力時，人的心理、生理、行為、

人際關係等四方面均會有所轉變。「生

理方面，當緊張的時候，身體會釋出一

些激素維持身體所需，只要一放鬆，

抵抗力會變差，因而易於感染疾病；

情緒方面，會變得波動，會為鎖事發

脾氣，而且容易不安及緊張；行為方

面，最明顯是食慾驟變、失眠；人際關

係方面，會變得易敏感，其他同事在

聊天時，會猜想他人在談論或排擠自

己，因此容易遷怒他人，產生磨擦。」

黃先生表示以上所述的都是需要注意

的壓力訊號，僱主要關心員工，父母

亦要留意子女有沒有相關的轉變。

壓力帶來的不良感覺，原來都是

因為腦神經受損所致。「例如火警鐘突

然響起要逃生，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

壓力荷爾蒙就會增加，令我們的心跳

加快，瞳孔放大，這是身體保護我們的

機制，讓我們能即時處理危機。正常人

的荷爾蒙會在事後回復正常水平。但

當壓力荷爾蒙持續偏高，就會透過血

液流至腦神經，對腦神經構成損害。」

黃先生續道：「受損的腦神經當中，包

括負責負面情緒神經系統及疼痛感覺

的杏仁核，以及負責記憶及控制杏仁

核的海馬體。當海馬體受損，記性會

轉差，而且不能節制杏仁核，杏仁核

就會過度活躍，繼而出現抑鬱症、焦

慮症的徵狀，如情緒低落、感到疲倦、

失去自信、過分內疚，甚至出現自殺

的想法。由於杏仁核亦負責痛感，因

此有壓力時會出現來歷不明的痛症，

如頸痛、腳痛等。」

要有效管理壓力，黃先生介紹了

「5R」：

－ Reduce（減少壓力源）

工作量未必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但如果有同事可提供協助，就要懂得

將工作交付同事，分擔工作。另外，作

為主管的更要留意準時上班及下班的

重要性，下屬才不會壓力過大。

－ Release（釋放壓力）

有壓力可找人傾訴，安排社交活

動，主動認識朋友是很重要的。而做運

動亦可有效減壓，因為身體會釋放安

多酚，可以減輕痛的感覺。但最重要

是找到適合自己的舒壓方法，例如旅

行，有些人可能覺得很愉快，但亦有

人會覺得旅行會將體力耗盡、浪費金

錢，因此每個人的減壓方法也有不同。

－ Re-think（多角度思維）

每件事都有正反兩面，很多人過

分集中於工作上負面的事情，自然看

不到出路，這時可以想一想為什麼你

會繼續這份工作，總有一些開心的事

情，就算沒有，至少在發薪那天會高

興吧！

－ Re-organize（重組價值的優次）

如果覺得健康、家庭、工作、朋

友、閑暇都很重要，就應重組優次，安

排時間，付出心力去實踐。例如覺得

健康重要，就要安排時間做運動，飲

食上也可以少甜少油為原則。

－ Relax（放鬆休息）

睡眠能為身體機能及精神損耗作

出最大修補，如果不能達到深層睡眠，

身體就不能釋放激素去回復整天的消

耗，一般來說，成年人要睡 5至 9個小

時。保持運動習慣也相當重要，黃先

生推介較年長人士可進行體力消耗較

低且較放鬆的太極。

工作壓力影響之大不能忽視，懂

得如何緩解壓力，及以正確的態度面

對，才能達至均衡及健康的生活。如想

索取更多有關應付工作壓力的資訊，

可瀏覽職安局網頁。 心理衛生會亦有參與職安局於 9月 30日舉辦的「工作壓力管理工作坊」，教導在場人士一些減壓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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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像在一所放滿巨型印

刷機的工場，聲音嘈雜，周圍彌漫著

油墨味，並存放了大量紙張，工場整

理亦不妥善，用作油墨稀釋用的溶劑

沒有放好，一旦發生火災，後果將不

堪設想。

為協助並鼓勵企業妥善儲存易燃

物品，職業安全健康局推出了「中小型

企業易燃物品儲存櫃資助計劃」，資助

建造業、印刷業、汽車維修業及機械

維修業購買易燃物品儲存櫃（俗稱防爆

櫃），此櫃是安全存放易燃液體的專用

鋼製櫃，備有氣孔、儲漏盤、不滲漏的

裙腳及自動關閉的櫃門。

永翔（食品級安全管理）印務有限

公司從事印製食品包裝，經歷過工業

意外後，永翔的負責人周月強先生希

望公司能在職業安全水平方面有所提

升故使用了局方的顧問服務，他表示：

「職安局的顧問向我們提及了一系列職

業安全改善措施及建議，並推介職安

局為中小企推出的資助計劃，我們上

網查找資料後，覺得非常有用，於是

申請了『中小型企業易燃物品儲存櫃資

助計劃』。」

永翔（食品級安全管理）印務有限公司周月強先生表
示職安局了解中小企的需要，提供各類資助計劃，
讓中小企能減輕在安全設備上的負擔。

周先生提到他入行時，印刷業給

他的印象很骯髒、很亂，工作服一定

會變髒，因此他很希望改變行業的觀

念，尤其他們是印製食品包裝的，由

於食品包裝直接與食物接觸，要求就

更高。「現時法例只有監管食品製造，

但針對食品包裝的監控則相對缺乏，

例如食品上的標籤，蛋糕的托紙，雖

然只是用來包裝，不是吃進嘴裡，但

我們期望印刷業能針對包裝上的危害

物質進行監管。」抱有帶動行業進步心

態的同時，周先生亦慨嘆印製達食品

級的包裝，在成本上是一種負擔。「我

們一般都是向香港的而且又有認證的

油墨廠購買油墨，紙張方面亦使用在

製造過程中，不會添加額外漂染物的

FDA級紙張，每一樣都令成本上升，

消費者如果要吃一些有安全包裝的食

物，就要作出選擇。」職安局現時提供

多項資助計劃，正正為中小企提供安

全方面的相關資助，「中小型企業易燃

物品儲存櫃資助計劃」就是其中之一，

能讓中小企減輕在安全設備上的負擔。

周先生表示製造達食品級的包裝對衛生的要求很
高，因此工場前均貼有「制服及個人衛生要求」指
引，讓員工於進入工場前根據指示穿上制服，保持
工場衛生。

 「中小型企業易燃物品
儲存櫃資助計劃」用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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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印刷工場不難見到一罐罐

的溶劑或其他化學物品隨處放置，員工

容易不小心碰倒、踢倒或使用錯誤的

化學物品，導致意外發生，時至今日，

很多印刷公司在安全意識方面已有改

善，永翔亦是其中一間。「我們會為職

員提供每月一次的安全培訓，提升員工

的安全知識，而且亦訂造了放置易燃

物品的鐵櫃，並為易燃物品加上標籤，

但後來知道職安局有提供『中小型企業

易燃物品儲存櫃資助計劃』，所提供的

鐵櫃的防火厚度比起我們訂造的普通

鐵櫃厚很多，如同夾萬一樣，覺得非常

有用，於是申請了。」計劃資助的易燃

物品儲存櫃均符合國際認可標準（例如

美國NFPA 30），具有獨立機構發出的

產品認證（例如美國 FM），而且配有自

動關閉的櫃門，容器外面亦會以粗體

英文大楷及中文字註明「FLAMMABLE 

LIQUID易燃液體」，安全程度較一般

鐵櫃為高。

計劃資助的易燃物品儲存櫃均符合國際認可標
準（例如美國NFPA 30），具有獨立機構發出的產
品認證（例如美國 FM），而且配有自動關閉的櫃
門，容器外面亦會以粗體英文大楷及中文字註明
「FLAMMABLE LIQUID易燃液體」，安全程度較一般
鐵櫃大大提高。

香港寸金尺土，部分中小型印刷

公司知悉這個計劃時，都會擔心沒有

地方放置防爆櫃，周先生帶我們參觀公

司的防爆櫃時指出：「防爆櫃的體積適

中，不會佔據太多空間，櫃內可放置天

拿水、電油，最重要是櫃門設有門鎖，

可以將暫時不用的易燃物品鎖上。」有

意申請的中小企可以作為參考。

另一間參加了資助計劃的中小企

是鋪設電纜的 LS電線（香港）有限公

司，擔任安全督導員的吳志明先生表

示，他們經常瀏覽職安局及勞工處的

網頁，查看有沒有新的職安健資料，

恰巧得悉「中小型企業易燃物品儲存櫃

資助計劃」，覺得與其公司的業務工序

有所關連。「我們的工作是為客戶鋪設

電纜，包括到總掣房進行接駁工序，

而接駁的時候，電纜的銅芯上不能沾

上油脂，因此我們會使用火酒及火水

等化學品去除油污。」吳先生亦指出，

有時工程未必連續進行，可能待數月

後才會繼續，因此需要儲存一定數量

的火水和火酒，防爆櫃就有助安全存

放這些易燃物品。

LS電線（香港）有限公司的安全督導員吳志明先生
表示，其公司進行鋪設電纜工程需使用火酒及火水
等化學品去除油污，防爆櫃就有助安全存放這些易
燃物品。

除了使用防爆櫃外，LS電線（香

港）有限公司也重視其他安全事項，例

如防爆櫃內放置易燃物品，防爆櫃附

近亦放置了相關的物質安全資料表，

內容是櫃內化學物品的資料，包括危

險標示、安全措施、成分特性、儲存方

法、急救措施等，讓使用者對防爆櫃內

所儲存的化學物品能有所安全依據。

由於 LS電線（香港）有限公司的員工需

要進行戶外工作，因此很多時候要將

易燃物品帶到地盤使用。在公司體驗

過使用防爆櫃的好處後，吳先生認為

在地盤添置一個防爆櫃也是一個不錯

的做法。

參觀過 LS電線（香港）有限公司放

置物料的倉庫，發現物品擺放得井井

有條，走火通道亦保持暢通，無任何

雜物阻塞，對此吳先生表示他們本身

是韓國公司，整齊的倉庫環境可能與

整潔有序的韓國文化有關。而防爆櫃

令他們在處理易燃物品方面更加有系

統：「在未有防爆櫃前，易燃物品會放

在普通儲物架上，但現在有了防爆櫃，

加上其顏色非常搶眼，讓相關人員一

眼就能看到易燃物品應放在那裡。」針

對易燃物品的容器可能有不同大小，

防爆櫃內設有可拆式層板，使用者可

因應易燃物品的大小調校層板的高低

位置，方便儲存。

不少公司都需要使用易燃物品作

特定用途，但如果將易燃物品隨處擺

放或與其他物料一同存放，就有可能

導致火警或其他意外發生，只要簡單

將易燃物品放到符合標準的儲存櫃，

已可大大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中小

型企業易燃物品儲存櫃資助計劃」的申

請手續並不繁複，企業只需填妥申請

表格，交回職安局，經核准後，企業會

獲發「換領通知書」，最高資助金額為

港幣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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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合辦的

「工作壓力管理工作坊及研討會」已於

2014年 9月 3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為在職人士提供有關工作壓力

管理的培訓，並邀請海外及本地學者

分享工作壓力管理的知識及實務經驗。

工作坊由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臨床

心理學家黃佩詩女士擔任主持。黃女

士於會上指出，當面對壓力時，每個人

的受壓反應會有所不同，長期受壓會

使想法變得偏頗和負面。在職人士面

對忙碌生活，可能無奈地要放棄一些

喜歡的活動，久而久之容易出現「工作

怠倦」的問題。「工作怠倦」可導致睡眠

問題、記憶力衰退、病假增加，而且與

抑鬱症及焦慮症有關。黃女士建議參

加者可以進行具定神作用的「觀呼吸」

鬆弛練習，以及可多做舒緩肌肉繃緊

位置的伸展運動，並提醒大家平時要

多留意身體的感受，這都有助減壓。

研討會有四位海外及本港學者到

場分享，為在場人士講解工作壓力的

成因及如何管理工作壓力。

工作間心理安全及健康
資源系統－
Dr Merv Gilbert

D r  M e r v 

Gilbert是加拿大

西蒙費沙大學心

理健康與成癮應

用研究中心的臨

床心理學家兼副

教授，臨床診療經

驗豐富，更是首批

發展辦公室精神

心理健康的人員，

其研究有相當大

的貢獻。

由於心理健康及安全的資源不

多，因此心理健康與成癮應用研究中

心就開發Guarding Minds @ Work，

它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工作場所的

心理健康及安全而設計的免費資

源。Guarding Minds @ Work (www.

guardingmindsatwork.ca)可以協助有需

要人士確認壓力的源頭，並評估機構

或個人採取的預防壓力措拖，是否有

效。

韓國工作壓力研究及相
關政策－Dr Kim Eun-A

另一位講者是來自韓國職業安全

健康協會職業健康研究中心職業疾病

研究部的總監Dr Kim Eun-A，她指出

韓國社會的特色是工時長（每年 2,092

小時），韓國人普遍承受相當的工作壓

力。韓國社會階級觀念重，女性的社

會地位較男性低，加上不同行業在社

會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女性、

較低階層的員工和從事低技術行業人

士，一般會面對較大壓力。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Work 
Stress Management

臨床心理學家黃佩詩女士帶領工作坊的參加者進行伸展運動，協助參加者減壓。
Clinical psychologist Ms Patsy Wong leads the stretching exercise session at the workshop to 
help participants to relieve stres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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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有所

提升，機構的健康計劃需要增加心理

健康的元素，例如在組織管理方面，機

構應協助員工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

強化工作自主性，訂定公平獎勵制度，

及提供教育訓練。另一方面，機構應

支持員工建立健康生活，例如體能活

動、營養、健康檢查等。

強化精神心理健康：職
場壓力的全方位處理方
法－黃重光醫生

最後由香港著名的精神科醫生，

全人教育基金主席黃重光醫生分享他

的經驗。黃醫生首先播放一段真人真

事的訪問短片，一名金融從業員在金

融海嘯期間因為害怕被裁員，情緒在

一個多月內起了很大轉變，甚至將不

快的情緒帶回家中，與丈夫的溝通發

生了問題，對兒子也變得冷淡，她被

確診為患上中度的抑鬱症，這說明了

職場的壓力對日常生活影響甚大。

黃醫生行醫和教學多年後，創立

了「 ICAN」實踐心理學模式，進行課

程及培訓，從而強化精神心理健康。

「 ICAN」是指「自我反思 (Insights)」、

「自我肯定 (Confirmation)」、「人生才能

(Abilities)」及「不斷成長 (Nurture)」的

循環。培訓通過傳授知識、實例、活

動、討論、體驗等進行，引領參加者反

思、醒覺、實踐所學、改變自己，從而

提升面對壓力的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黃醫生最後鼓勵參加者要「Think 

out of the box」。一些負面的想法如

「漫無目標」、「怒氣攻心」、「活在過

去」、「活在未來」、「諱疾忌醫」等，都

會傷害自己的心理健康。取而代之，

人們應學習正向思考，強化自己，才

能好好管理壓力。

經過一個下午的分享後，參加者均

認為講者的分享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在建築公司擔任安全及健康經理的陳

先生認為，韓國講者的分享切合亞洲

的情況，例如因工作時間長、階級觀

念等因素而導致工作壓力，透過今次

的研討會內容，可幫助他制定及落實

有關職安健的措施，減輕公司員工要

面對的壓力。另一位參加者醫院管理

局中醫部的吳博士表示，他曾閱讀過

一些資料，指出環境及個人的改變均

有助減輕工作壓力，研討會上的講者

在這兩方面都有觸及，例如環境不是

僱員可改變的，外國就通過法例去改

變環境，值得香港參考。 

李聯雄博士提醒大家，在面對工作壓力時，可以轉
換思考方式，再配合適度運動及休閒，就能有效舒
緩壓力。
Dr Lee Lien-Hsiung reminds participants that they can 
think in a different way when facing stress. Together with 
an appropriate amount of exerci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is will help to alleviate stress.

黃重光醫生指出，透過「ICAN」實踐心理學模式進
行培訓，可以提升參加者面對壓力的能力和有助保
持心理健康。
Dr Wong Chung Kwong established the ‘ICAN’ model 
of practical psychology. Training is conducted to raise 
participants’ ability to handle stress and thei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為了應對工作壓力的問題，韓國

政府在 2002年在工業安全及健康法規

定僱主有責任防止身體疲勞及精神壓

力，又在 2003年制訂規例保障工人的

健康免受工作壓力傷害。有關方面也

在 2003年發出工廠健康經理的工作壓

力管理指引，在 2004年發出工作壓力

預防手冊，在 2006年發出工作壓力評

估指引，以及先後就不同工種分別發

出有關防止工作壓力的實用指引。

職場心理健康研究與推
廣應用－李聯雄博士

而來自台灣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的李聯雄博士指出，人

的工作效率會隨著壓力大小改變，在

適量壓力（壓力期）下，人的注意力最

集中，能輕鬆完成工作並達到最佳績

效，但一旦壓力過大，就會出現疲勞、

精神崩潰與工作耗竭等情況。因此僱

主應注意員工的壓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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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pat iona l  Sa fety and 

Hea l t h  Counc i l  a nd  t h e  L abou r 

Depar tment jo int ly organized the 

Wo r k s h o p  a n d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Work S t re s s  Management  on 30 

September 2014. Held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 ion and Exh ib i t ion 

Centre, the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prov ided par t i c i pan t s  w i th  work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Experts 

from overseas and Hong Kong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n work stress 

management.

The workshop was hosted by Ms 

Patsy Wong,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from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Ms Wong stated that people 

respond to stress differently and that 

thoughts will turn negative and one-

sided under long-term stress. Working 

people wi th heavy work load may 

reluctantly give up some activities they 

like, but if this situation persists, they 

may become burnout. Burnout may lead 

to sleep problems, faltering memory, 

and an increase in absenteeism. It is 

also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s Wong recommended participants 

to do breathing exercises which help 

people calm down, and stretching 

exercises which help relax tight muscles. 

Participants were also reminded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ir bodies feel as a 

stress signal.

At the conference, four academics 

from overseas and local institutions 

explained to participants the causes of 

work stress and how they can manage 

it.

Introduction to Guarding 
Minds @ Work – a Guide to 
Workplace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Health in Canada 
– Dr Merv Gilbert

Dr Merv Gi lber t is a c l in ica l 

psychologist and adjunct professor with 

the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a research 

centre in the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He has extensive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has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workplace mental health studies. His 

work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is area.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workplace . Guarding Minds @ 

Work (www.guardingmindsatwork.ca) 

help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identify sources of stress and assess 

whether stress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effective.

Recent Studies for Job Stress 
and Related Policies in Korea 
– Dr Kim Eun-A

D r K i m E u n - A , D i re c t o r  o f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H e a l t h  R e s e a r c h , 

Department of OSH Research Institute,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explained that Korean people 

tend to work long hours (2,092 hours 

a year). As a result, most of them are 

under high level of stress. The notion 

of social class is predominant in Korean 

society. Women have a lower social 

status than men, and society attaches 

different values to different occupations. 

Therefore, women, people of lower 

social classes and those engaged in 

unski l led or low-ski l l  occupat ions 

typically face more stress.

I n  order  to  dea l  w i th  work 

stress problems, under the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enacted in 2002, 

employers has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employees from physical fatigue and 

mental stress. Regulations to protect 

workers’ health from job stress were 

a lso enacted in 2003. In addit ion, 

the authorities issued Guidelines for 

Job Stress Management for Factory 

Health Managers in 2003, a Manual 

for Job Stress Prevention in 2004, and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Job 

Stress in 2006, and separately issued 

pract ica l guidel ines for job stress 

prevention for different job categories.

Dr Merv Gilbert介紹工作間心理安全及健康資源系
統「Guarding Minds @ Work」，系統可評估僱員於
工作場所的心理健康狀態。
Dr Merv Gilbert introduces Guarding Minds @ Work, 
a guide to promote workplace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health. The guide can be used to assess employees’ 
workplace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health status.

As there are limited resources to 

help protect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afety, the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 n  Men t a l  Hea l t h  a nd  Add i c t i on 

developed Guarding Minds @ Work. 

This is a free online assessment tool 

des igned to protect and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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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motion on 
Workplace Psychological 
Health – Dr Lee Lien-Hsiung

Dr Lee Lien-Hsiu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he Ministry of Labor, 

Taiwan said that people’s working 

ef f ic iency varies with stress level . 

Under an appropriate level of stress 

(stress phase), people can concentrate 

hard, complete work easily with best 

performance. Yet, when the stress level 

is excessive, fatigue, mental collapse, 

burnout, and so on may arise. Therefore, 

employ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mployees’ levels of stress.

As society shows more concern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health elem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ganizational health plans. In terms 

of organ izat iona l management , an 

organization should help employees 

obtain a sense of achievement from 

their work, increase work autonomy, 

set up a fair reward system, and provid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y should also 

support employe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ealthy lifestyle, including fitness 

activities, nutrition, and health checks.

Mental Health Enhancement: 
Holistic Approach to Work 
Stress Management – Dr 
Wong Chung Kwong

In h is presentat ion, Dr Wong 

Chung Kwong, a renowned psychiatrist 

in Hong Kong and the chairperson 

o f  t h e  Who l e  Pe r son  Educ a t i on 

Foundat ion , f i r s t showed a v ideo 

i n t e r v i ew o f  a  woman who was 

previously working in the f inancial 

sector. In the interview she said that 

she was afraid of being laid off dur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and experienced 

great emotional fluctuations within two 

months. She brought negative emotions 

home, which affected her family life. 

She seldom talked with her husband 

and became apathetic towards her son. 

She was later diagnosed with moderate 

depression. This illustrates the effects of 

workplace stress on everyday life.

Af ter many years ’  o f  c l in ica l 

p r a c t i c e  and  t e ach i n g , Dr  Wong 

es tab l i shed the ‘ IC AN’ mode l  o f 

practical psychology. In this, courses 

and training are conducted to enhance 

menta l  and psycho log i c a l  hea l th . 

‘ICAN’ refers to the cycle of Insights, 

Confirmation, Abilities, and Nurture. 

Tra in i ng  i s  t h rough t r ansm i s s ion 

of knowledge , examples, act iv it ies , 

discussion, first-hand experience, and 

others. Participants are guided through 

reflection and realization, putting what 

is learned into practice. This allows 

them to change themselves and raise 

their abil ity to handle stress, thus 

improving thei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F ina l ly, Dr Wong encouraged 

participants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Negative thoughts such as aimlessness, 

anger, remorse, living in the future, and 

refusing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re 

harmful to one’s psychological health. 

Instead, people should learn to think 

positively and build resilience. Only 

through these can they manage stress 

properly.

A f ter  an a f ternoon ’s  shar ing ,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y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the presentations. Mr 

Chan, a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r from 

a construction company commented 

that the sharing of the Korean speaker 

was re levant to the condit ions in 

Asia. For example, long working hours 

and strong notions of social class are 

causing work stress. The contents of 

the conference help him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relevant OSH measures 

to alleviate work stress that staff are 

facing. Another participant, Dr Ng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Hospital Authority said he had come 

across mater i a l s  tha t  s ta ted tha t 

adjustment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change may help to alleviate 

work stress, and the speakers mentioned 

both at the conference. For instance, 

individuals cannot change the bigger 

work environment, but such could be 

changed by legislation, which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ong Kong. 

Dr Kim Eun-A闡述不同的社會文化帶來各樣的工作
壓力，她以韓國作為例子，並分享有關工作壓力的
研究成果及相關政策。
Dr Kim Eun-A explains the effects of social culture on 
work stress and illustrates them with cases in Korea. She 
also shares the results of their work stress studies and 
the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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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中，變成聖言中學兩隊之爭，到第

14題，兩隊分數只相差 15分，本來落

後的A隊，在補答答對最後一題，最終

成功超前勇奪冠軍。隊長朱同學對贏

得冠軍深感興奮，他認為「職安健常識

問答比賽手冊」中，刊載了很多實用的

安全健康知識，例如長時間站立會對

腳部造成負荷、搬運重物的正確做法

等，因此比賽讓他與同學明白到工作

安全的重要性，無論他們將來從事任

何行業，都會提高警覺，確保安全。負

責帶隊的通識科徐老師認為，同學參

與「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是很好的通

識教育，透過參賽可以擴濶學生視野，

認識不同行業的職安健知識，所以學

校非常鼓勵與支持同學參加比賽。

第二場比賽為工會╱團體組爭奪

的「職業安全健康局盾」。入圍隊伍包

括職安健大使的黑摩理、扶康會的扶

康聯隊及扶康會先鋒聯隊，總決賽常客

黑摩理與扶康會先鋒聯隊，在首兩個

回合分數叮噹馬頭，在最後一個環節，

黑摩理氣勢如虹，共答對 7條題目，最

終以大比數贏得冠軍。團長胡惠明坦

言眾隊員用了長時間預備比賽，熟讀

比賽手冊內容，因此在搶答環節能奪

取高分，贏得冠軍對他們來說是很大

的鼓勵，他會邀請更多同事加入隊伍，

宣揚職安健。第三場賽事是企業機構

組的「職業安全健康局碟」賽，比賽過

程充滿戲劇性。競逐的隊伍分別有香

港懲教署的PUP（壁屋監獄）、大老山

隧道有限公司的大老山菁英隊，以及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發電科B，PUP在

頭兩個回合落後領先的發電科B達 125

分，但進入第三回合，PUP後勁凌厲，

最後反超前 35分，奪得冠軍，全場掌

聲如雷。難掩興奮心情的隊長林先生

表示，三位隊員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預

備比賽，而勤於練習就是他們的致勝

之道。

至於最後的企業機構組「職業安全

健康局盃」賽事，入圍隊伍分別為香港

電燈有限公司的港燈集團發展科、中

華電力有限公司的安全大嘉庭，以及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發電科A。港燈集

團發展科憑著出色表現，在第二回合

已經將分數拉開，雖然發電科A在第三

回合發力猛追，仍然沒法超越，最後港

燈集團發展科以總分 450分奪得冠軍。

隊長何先生表示，參加比賽對工作有

莫大幫助，不僅加強隊員的工作安全

意識，同時更能廣泛認識不同的職安

健法例及相關的職安健知識。比賽當

天更設有嘉賓邀請賽，參賽嘉賓有立

法會議員梁家騮、湯家驊、何俊賢，藝

人羅霖、王馨平、以及狄易達，六人分

成三支隊伍，透過問答形式比拼職安

健知識，問題的範圍遍及多個行業及

工序，包括飲食業工作安全、防火安全

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攜手

合辦的「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旨在

通過緊張刺激的問答競賽，增進不同

界別從業員和學生們的職安健常識，並

加強從業員對工作安全重要的意識，

預防意外發生。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今年踏入第

22屆，總決賽已於 2014年 9月 14日在

香港電台圓滿舉行。今年的問答比賽

繼續得到各界鼎力支持，共有 208支來

自不同企業、工會團體及學校的隊伍

參賽。經過 7月舉行的遴選賽後，12支

晉身總決賽的精英隊伍，繼續發揮團

隊合作精神，於總決賽中以最佳表現

競逐獎項。大會更設有嘉賓邀請賽，

在擂台上較量對職業安全的常識，娛

樂性豐富，為會場增添不少歡樂。

12支隊伍分別競逐企業機構組的

「職業安全健康局盃」及「職業安全健康

局碟」、工會╱團體組的「職業安全健

康局盾」，以及學生組的「教育局盃」的

冠、亞、季軍寶座。每場賽事均設有

「必答題」、「看圖╱影片後搶答題」及

「搶答題」三個環節。賽事首先由競逐

「教育局盃」的學生組揭開序幕。入圍

隊伍分別有聖言中學的聖言A隊、聖言

C隊，以及首次參賽就成功進入總決賽

的香港理工大學安全施工組。經過兩

個回合後，聖言A隊與C隊，得分已大

幅拋離安全施工組，在最後的搶答環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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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壓力管理等。各隊在「考眼力及

動作題」中施展渾身解數，活用職安健

知識，眼明手快點出圖片錯處。緊接著

有模擬救火環節，各組的兩位隊員同

時作賽，與其他隊伍鬥快撲滅火頭。

在動作題中，三組隊員需細心觀看電

台節目推介的伸展運動，及後做出自

選減壓動作，以提醒大眾伸展運動的

重要性。為搏取觀眾的掌聲支持以分

勝負，各組隊員均落力示範，將現場

氣氛推至頂峰。接著是緊張刺激的「搶

答題」環節，眾人努力爭取答題，為現

場帶來不少歡樂，最後由羅霖、梁家

騮的一隊勝出。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

紳士致辭時分享了同事告訴他的小故

事，同事於 7月的遴選賽前在巴士上遇

到一班埋頭苦讀「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手冊」的學生，竟然入神得差點錯過了

下車的車站，幸得同事提醒他們。陳博

士深信參賽者付出的努力、拼搏和投

入，是今次比賽的成功原因，參賽者不

單獲得書本上的知識，更將知識學以

致用，再透過他們的安全行為，影響身

邊的同事、同學、家人和朋友。今次比

賽，只要隊伍中有新隊員，就會獲得加

分獎勵，從報名情況可見，有七成參

賽者是新人，希望將來有更多新人參

與，令職安健文化更加普及。另一位

主禮嘉賓勞工處署理副處長李子亮先

生表示，透過業界與持份者的努力，

本港職業傷亡個案持續改善，由 2004

年約 44,000宗下降至去年約 38,000宗，

減幅約 13.6%；而建造業的千人意外率

更較 2004年減幅達 32.3%。但是在未來

日子，香港的建造業將有多項基建工

程進行，入行的人越來越多，五年前

業內在職人士只有五萬多人，現在已

達八萬多人，所以職安健的工作一定

不可鬆懈，而每年的職安健常識問答

比賽非常有意義，成功播下職安健種

子，透過大家同心協力，宣揚職安健，

讓大家都擁有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最終達到零意外的目標。 

勞工處署理副處長李子亮先生表示，職安健常識
問答比賽非常有意義，成功播下職安健種子，透過
大家同心協力，宣揚職安健，讓大家都擁有一個安
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最終達到零意外的目標。

職安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致辭時希望將
來有更多新人參與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令職安健
文化更加普及。

企業機構組

職業安全健康局盃賽

冠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集團發展科

亞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發電科A

季軍：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安全大嘉庭

職業安全健康局碟賽

冠軍：香港懲教署－PUP

亞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發電科B

季軍：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大老山菁英隊

工會╱團體組

職業安全健康局盾賽

冠軍：職安健大使－黑摩理

亞軍：扶康會－扶康會先鋒聯隊

季軍：扶康會－扶康聯隊

學生組

教育局盃賽

冠軍：聖言中學－聖言A隊

亞軍：聖言中學－聖言C隊

季軍：香港理工大學－安全施工組

最高積分獎（只計算初賽分數）

企業機構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職安新力量

工會╱團體組：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笑口組

學生組：迦密柏雨中學－MI-Theta

在動作題中，由嘉賓組成的三組隊員需細心觀看電
台節目推介的伸展運動，及後做出自選減壓動作，
以提醒大眾伸展運動的重要性。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4總決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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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合作防範意外發生
2014年建造業首季已錄得超過

70宗「人體由高處墮下」的工業意外個

案，當中更有 4宗為死亡意外；而在歷

年意外統計，更不乏在工作時由高處

墮下的嚴重甚至死亡個案。有見及此，

勞工處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合作，於 9月

29日假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高處工作

安全研討會」，探討高處工作意外成因

及有效預防措施。

從數字看高處工作安全
問題

研討會開始，由勞工處分區職業

安全主任張森輝先生與參加者透過了

解過往的意外數據，分析高處工作安

全意外及其系統性問題。他指出過去

兩年 63宗建築地盤死亡意外中，有 32

宗為高處墮下，比率超過一半；而在

該 32宗個案之內，有 13宗在新建築地

盤發生，19宗則在維修、改建的臨時

工場發生。

張先生指意外主要因為風險評估

出錯，當中涉及分判問題、監管制度

等。為此，他呼籲業界採用合規格的流

動工作台，尤其是 2米或以上的作業，

切勿使用梯具進行高處工作。

緊接分享的職安局高級顧問許家

友先生，則介紹安全使用工作台與個

人防墮裝備的重要性及方法，並推介

勞工處與職安局合作的「中小企流動工

作台資助計劃」及「裝修維修及建造業

高空工作防墮裝置資助計劃」。

許先生指根據勞工處的數據，高

處墮下死亡佔整體致命意外的比率，

近年有所上升。他特別提出竹棚架、流

動工作台、升降工作台須注意的安全

研討會並設問答環節，讓參加者可直接向講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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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例如於公眾場合使用動力操作

升降台時，應兼顧公眾人士的安全，

不能掉以輕心。至於高處工作，佩戴

安全帶為最後的安全防線，必須留心

牢固點是否可靠，能否承受意外下墮

時的衝擊負荷。

現有成績與未來挑戰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聯會理事林啟

榮先生隨後從安全從業員的角度，分

享對高處工作安全的意見。從統計分

析，高處工作意外數字，以 2003年對

比 2013年，經已大幅下降三分之二。

高處工作安全雖已取得一定成績，但

仍有改善空間。

林先生表示今後必須深入從改善

工人行為入手。對此，安全主任能發

揮多少作用，視乎他們獲授予多大權

力，各工程持份者必須齊心合作，才

能一起確保安全的高處工作環境。

最後，由有利建築有限公司項目

經理（工程）黎錦輝工程師以承建商對

棚架工作的安全管理的承擔為題，分享

他們在綠悠雅苑地盤的嘗試。該公司

依據勞工處《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建造業議會《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

引》，以及屋宇署《竹棚架設計及搭建

指引》，由總承建商負責全面鋪設工作

平台及橋板，並負責管理及監督工作

平台的使用，取代以往由各工程分判

商自備橋板鋪設在竹棚架上作為工作

平台，藉以提升安全指數，讓工人、分

判商、公司各方均可得益。

台下參加者對研討會反應正面。

來自機電工程業界的鄧先生表示，其

任職機構已添置流動工作台，因此特

別參加是次研討會，吸收經驗以便撰

寫安全工作指引，他對流動工作台等

的討論特別留心，獲益不淺。

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

計劃為中小型承建商提供資助購
買合規格的流動工作台，以鼓勵業界
採用合規格的安全工作設備，從而避
免意外發生。

網址：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l f /SME_Mobi le_plat form_

scheme_form.pdf

裝修維修及建造業高空工作
防墮裝置資助計劃

有見工人進行高空工作時，經常
難以將防墮安全裝備連接於固定的繫
穩物，是項計劃為中小企提供津貼，
購買「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全
身式安全吊帶及其繫穩系統、以及「T」
型狗臂架等設備，以協助業界實施高
處工作安全措施。

網址：http://www.oshc.org.hk/others/

bookshe l f / SME_TTAD_scheme_

brochure_2014_08_27.pdf

研討會場外設置了攤位，供參加者取閱有關職安健
的單張。

勞工處及職安局推出資
助計劃

為鼓勵業界加強高處工作安全措

施，以提升高處工作安全，減少意外

發生，勞工處與職業安全健康局推出

多項資助計劃，讓中小企業亦能享有

資源改善工作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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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入境事務處資料，香港有超

過30萬名外籍家庭傭工，離鄉別井來

港打工。外籍家庭傭工每天須處理各種

不同的家務工作，以保持居住環境清潔

衛生，及協助照顧家中的長者及幼童。

他們要面對不熟悉的工作環境，再加上

所涉及的家務工種繁多，看似簡單的

工作其實潛在着各種不同的職安健危

害。例如：涉及頻繁而重複的工作，容

易造成肌肉筋骨勞損；清潔窗戶、燈飾

時有從高處墮下及跌倒的風險，而使用

電器設備不當，亦有觸電危害。

為鼓勵在港外籍家務助理及其僱

主重視家居職業安全，以及加強各方

關注進行家務工作時所面對的危害及

相應的預防性措施，由職業安全健康

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的「『職安樂

融傭』少數族裔家務助理工作安全推廣

活動」，已於 10月 12日在香港電台廣

播大廈 1號錄音室圓滿舉行。

比賽分為兩個回合，除了職安常

識問答比賽，活動還包括歌唱比賽，並

設有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今次比賽

獲得不少僱主與外籍家務助理支持，

經過月前完成招募及初選之後，大會

選出五隊分別由外籍家務助理及僱主

組成的隊伍入圍總決賽。比賽正式開

始前，由參賽的外籍家務助理分享她

們在港工作的感想，她們不約而同感

謝僱主支持她們參加今次比賽。

各組踴躍舉手搶答家居職安健常識問題。 眾嘉賓與得獎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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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首回合由參賽隊伍搶答關於

清潔、使用電器、使用化學品、肌肉勞

損、絆倒滑倒、個人保護設備等等家居

職安健常識的問題，各組均踴躍搶答，

可見僱主和家務助理的齊心合拍，同時

百多名現場觀眾—當中很多是來支持各

參賽的外籍傭工，亦在台下打氣，氣氛

熱烈刺激。在場觀眾能從中增進家居職

安常識，例如做家務時可使用長手柄工

具協助，避免過度伸展的，減低因家務

工作而受傷的機會。

第二回合歌唱比賽，評判以造型、

感情、台風、唱功作為評分標準，五位

參賽者均施展渾身解數，各人風格不

同，但就帶動了全場氣氛。為了緩和

緊張氣氛，司儀更與現場觀眾大玩家

居職安健問答遊戲，各現場觀眾皆踴

躍舉手搶答，令會場氣氛歡愉。

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副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及
歌手吳若希頒發獎項予得獎者。

比賽最後由來港七年的Tita獲得

冠軍，她對獲獎感到非常興奮，她表

示僱主很支持她參加比賽，今次比賽

亦讓她認識更多朋友，她認為工作安

全涉及每一位在職人士，因此人人都

應該關心職安健，她更會主動提醒同

鄉朋友要注意工作安全。

為了提高外籍家務助理及僱主工

作安全健康意識，職安局一直透過不

同渠道，以推動外籍及本地家務助理

的職安健文化。其中包括逢星期日上

午 6時至 8時於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

《Beautiful Sunday》以話劇形式宣傳少數

族裔家務助理工作安全健康訊息。此

外還有印製不同語言（中文、英文、印

尼文、泰文、菲律賓文）的小冊子及宣

傳影碟，及提供家務助理的職安健訓

練課程，令少數族裔家務助理及其僱

主更關注進行家務工作時所面對的危

害及相應的預防性措施，以保障各方

的安全健康。 

職安局為外籍家務助理
製作了多種少數族裔語言的
宣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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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2年至 2014年 9月為止，本
港共發生 12宗致命電力意外，情況令
人關注。有見及此，職業安全健康局屬
下機電業及汽車維修服務業安全及健
康委員會於 10月 20日假香港科學館舉
辦「機電業電力及汽車維修工作安全」
講座，邀得政府及業界代表，向從業
員分析意外個案，並講解工作危害、
安全須知及相關法規要求等，藉此提
高業界對電力及汽車維修工作的安全
意識。

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莫富賢先生
於會上指出，電力意外發生的原因可
分為直接（例如不慎觸及外露的帶電導
體）、間接（例如在沒有隔離電源的環
境工作）及根本（例如沒有制定適當的
工作安全系統），因此制定安全的工作
制度是非常需要。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何偉強先
生分析多宗電力維修意外個案成因，
並強調多數意外均由合資格註冊電工
進行簡單維修及檢查工作時發生，證
明「安全意識重於知識」。何先生提醒

從業員進行電力工程前，應先測試工
作環境的金屬設備和裝置，確保電源
截斷及進行上鎖掛牌程序，並使用合
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理
事長張永豪先生就指出，應訂立安全
制度及管理，並遵從法規及守則，「內
外夾攻」預防意外發生，就能提升工作
安全水平。

香港汽車維修同業商會有限公司
名譽顧問鄧永漢工程師則介紹汽車維
修工作的良好作業措施，包括維修車
輛的地點不應佔據行人路，避免行人
跌倒；汽車維修從業員亦應在裝拆汽
車玻璃或搬運大型物件（如車軚）時使
用輔助工具，以免受傷。此外，工作埸
所管理亦非常重要，各類型工具應分
類並放在固定位置，方便維修人員即
時取得合適工具，減低隨意使用其他
替代工具而構成危險的機會。

當日參加者除業內人士外，還包
括 120位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正就

讀基礎文憑（工程）的學生。導師梁先
生表示，配合課程所需，學生需參與
關於環境、安全等議題的講座及參觀
活動；學生畢業後大多選擇繼續升讀
與工程相關的高級文憑，例如機電工
程、汽車工程、土木工程等，因此參與
是次講座，能讓學生體會業界實際情
況，並了解行業發展。

為支援中小企業電氣技工配置合
適安全裝備，職安局推出「中小型企業
上鎖掛牌套裝資助計劃」。上鎖掛牌套
裝可用於電氣裝置進行維修、保養工作
時隔離電氣能源，並以掛牌方式標示有
關電氣裝置電源經已被上鎖及禁止操
作。此外，為提升業界對電力工作安全
的認識及關注，職安局製作《電力工作
安全訓練套件》光碟，以卡通互動形式
提供電力意外分析、安全資料和操作
訓練，光碟可於職安局總辦事處索取，
或於職安局網站下載：http://www.oshc.

org.hk/download/download/87/OSH_

Electricity.zip 

職安局早前舉辦「機電業及汽車維修服務業職安健標語創作比賽」，收到 229份極
富心思的作品，各獎項於當日講座上頒發。

「機電業電力及汽車維修工作安全」講座不但吸引業界人士參與，當日更有 120位來
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生參加。



國家安全監管總局落實
暗查暗訪制度

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印發了《建立健
全安全生產「四不兩直」暗查暗訪工作
制度的通知》，要求把暗查暗訪工作納
入年度安全監管監察執法計劃，建立
暗查暗訪工作保障機制，切實採取不
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彙報、不用陪
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四不兩
直」暗查暗訪，對落實不力實行「零容
忍、嚴執法」，加大懲處力度。

他們更強調，暗訪暗查對象為下級
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本地區安全監
管行業領域的各類生產經營單位。重點
要檢查七個方面的情況，即：（一）貫徹
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安全生產工作
的重大決策、工作部署情況；（二）生產
經營單位遵守和執行安全生產法律法
規、規章、制度和標準；（三）開展行政
執法、推動依法治理情況；（四）生產作
業現場用工組織、安全管理和安全措施
落實情況；（五）存在的重大安全隱患
和突出問題；（六）行政執法指令、重大
隱患整改落實情況；（七）事故調查處理
和汲取教訓整改措施落實情況。有關內
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
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
Channe l_21356/2014/0929/241283/
content_241283.htm

國務院安委會
辦公室加強開

發區安全生產工
作
國務院安委會表示，各類

開發區、工業園區（以下統稱開發
區）迅速發展，有效發揮了對區域經
濟的視窗、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成
為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同
時，也給安全生產工作帶來了新問題、
新壓力、新挑戰。部分開發區內企業
及開發區管理者安全發展理念淡薄，
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不落實、安全監管
工作不到位、安全生產法規制度和標
準執行不得力，安全生產基礎和保障
能力很薄弱，尤其是非法違規行為嚴
重等問題十分突出，事故隱患大量存
在，重特大事故時有發生。去年以來，
有不同的開發區先後發生多起重特大
事故，教訓極為慘痛。現定下五項要求
來加強開發區安全：（一）強化紅線意
識，堅決糾正發展觀偏差；（二）健全
安全生產責任體系，全面落實責任；
（三）強化安全生產監督檢查，嚴格監
管執法；（四）深化「打非治違」，扎實
開展粉塵防爆專項治理；（五）切實加
強開發區安全監管能力建設。有關內
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
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
Channe l_4977/2014/0821/239323/
content_239323.htm

英國的爆炸物規例2014
英國衛生安全局 (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UK)表示，新的爆炸物規例
2014(Explosives Regulations 2014)已於
今年十月一日生效。

自 2010年以來，HSE已與相關的
人士合作檢討當時與健康及安全有關
的爆炸品的法例。其中一個主要目標
是歸納，更新，及在可行情況下從而
簡化立法的安排。

新的爆炸物規例 2014歸納後，廢
除了一些現有的爆炸規例（如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 to the Manufacture 

and Storage of Explosives Regulations 

2 0 0 5 及 S e c u r i t y  o f  E x p l o s i v e 

Guidance）。新規例令健康及安全相關
的爆炸法規的要求（如授權、安全、
保安等等）匯集成一個共同的準則。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se.gov.uk/explosives/new-

regulations.htm

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在
韓國舉行國際會議

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

將於 15年 5月 31日至 6月 5日於韓國
首都首爾舉行第 31屆職業健康國際會
議。會議的目的，是與業界分享職業
安全及健康最新的研究成果、知識和
經驗，以促進學術發展。

會議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專家，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觀點。此外，
會議期間會舉行各個專題討論會、特
別會議、研討會及講座等，提供有用
的職業衛生資訊予參加人士。有關內
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

icohweb.org/site_new/ico_news_detail.

asp?id=89 

寰宇職安
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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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workers collapsed inside a sewer manhole

個案分析
綠十字  GREEN CROSS  十一月/十二月  Nov/Dec 201443

概要
兩名進行污水改道工作的工人被

發現昏倒在一個污水渠沙井內，二人
最終死亡。

事發經過
1. 兩名工人受僱進行一項臨時污水

改道工作，用充氣塞阻截污水由
污水渠上游流向下游，以便在污
水渠的下游進行修理工作。插入
充氣塞時，只需要一名工人進入
沙井內。然而，工人不需要再進
入沙井內去移除充氣塞。

2. 連接污水渠上游的沙井洞口直徑
約為 0.6米，深 3.2米。

3. 當無須再實施污水改道工作時，
須把充氣塞移除。

4. 可是，當污水的流動恢復後，兩
名工人被發現昏倒在沙井內。懷
疑其中一人是意外地墮進沒有圍
欄的沙井內，而另一人則在沒有
佩戴呼吸器具的情況下嘗試進行
救援。

5. 兩名工人被送到醫院，並證實死
亡。

6. 死因是硫化氫中毒及遇溺。

調查結果
1. 污水渠沙井是一個密閉空間。

2. 兩名工人均為核准工人，然而他
們在污水渠沙井內被發現時，並
沒有佩戴任何呼吸器具和安全吊
帶。

3. 污水渠沙井附近並沒有發現任何

兩名工人昏倒在污水渠沙井內

呼吸器具、三腳架、復甦器、音響
警報器、有毒氣體偵測器、安全
吊帶或救生繩。

4. 污水渠沙井附近並沒有發現任何
密閉空間危險評估報告或進入證
明書。

5. 沙井蓋放置在污水渠沙井旁邊。
並沒有圍欄或護欄保護沙井洞口。

防止意外措施建議
1. 在污水渠沙井內展開污水改道工

作前，必須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
為是次工作進行危險評估，當中
應考慮工作性質、緊急情況及救
援方法；

2. 在合理切實可行情況下，須儘量
避免工人進入污水渠沙井，尤其
當評估表示有引致嚴重受傷、喪
失知覺或窒息的危險存在；

3. 若不能避免工人進入污水渠沙井，
則須要制訂及實施一套有效的安
全工作系統，當中須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各項：

• 實施許可證工作制度，在容
許任何工人進入污水渠沙井
前，採取所有必須的安全措
施並以書面形式確認工人可
安全地逗留在污水渠沙井內
的時限；

• 確保進入污水渠沙井的工人
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包括認可呼吸器具和安全吊
帶，並連接一條堅固程度足
以讓該工人被拉出的救生繩；

• 在整段工作期間，派駐一名

候命人員在污水渠沙井外，
與在污水渠沙井內的工人保
持聯絡；

• 確保在污水渠沙井內、外工
作的工人保持有效溝通；

• 制訂和實施適當的緊急程
序，包括提供足夠及合適的
救援裝備和因應工作規模而
設立相應的救援隊伍；

• 指示候命人員儘管發生緊急
事故亦不可進入污水渠沙
井。候命人員應留守在污水
渠沙井外，並馬上召喚救援
隊伍及公共救援服務（即警方
及消防）協助；以及

• 實施有效的監察和監管，以
確保上述的安全措施得以全
部實施及嚴格遵從。

4. 沙井的洞口應設置穩固的圍欄，
以防止任何工人墮進沙井。

適用法律規定
1. 《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

例》

2.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2)(a)
條：工業經營的每位東主，應為
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的人，
設置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
內盡量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
工作系統。

3. 《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 38B(1)
條：負責任何建築地盤的承建商
須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該地盤內
有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 2米之處墮
下。 

勞 工 處 Labour Department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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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
Two workers conducting sewage 

diversion work were found collapsed 
inside a sewer manhole, resulting in two 
deaths.

Circumstances
1. To conduct an ad hoc sewage 

diversion work for the repair work 
at the downstream sewer, two 
workers were employed to block 
the flow of the upstream sewer to 
the downstream sewer by means 
of an inflatable plug. Only one 
worker was required to get down 
the manhole for inserting the 
plug. However, plug retrieval did 
not require worker to enter the 
manhole again.

2. A  m a n h o l e  c o n n e c t i n g  t h e 
upstream sewer had an opening of 
about 0.6 metres in diameter and 
3.2 metres in depth.

3. When  t he  s ewage  d i ve r s i on 
work was no longer required, the 
inflatable plug had to be removed.

4. However, two workers were found 
col lapsed ins ide the manhole 
where the flow of the sewage has 
been restored. It was suspected 
that one of them was accidentally 
fell into the unfenced manhole 
while the other tried to rescue 
him without wearing any breathing 
apparatus.

5. The two workers were sent to 
hospital and were certified dead.

6. T h e  c a u s e s  o f  d e a t h  w e r e 
hydrogen sulphide poisoning and 
drowning.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sewer manhole was a confined 

space.

2. Both workers were cer t i f i ed 
workers but they did not wear 
any breathing apparatus and safety 
harnesses when being found in the 
sewer manhole.

3. No breathing apparatus, tripod, 
resuscitator, audio alarm, toxic gas 
detector, safety harness or lifeline 
was fou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ewer manhole.

4. No confined space risk assessment 
report or certificate of entry was 
fou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ewer 
manhole.

5. The manhole cover was placed 
beside the sewer manhole. There 
was no fencing or guard-rail to 
protect the manhole opening.

Prevention recommended
1. A competent person shal l  be 

ap p o i n t e d  t o  c o n d u c t  t a s k -
specific risk assessm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ure of the 
work,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rescue opera t ion be 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ewage 
diversion work inside the sewer 
manhole;

2. M a n - e n t r y  i n t o  t h e  s e w e r 
manhole shall be avoided as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especially 
i f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i n d i c a t e s 
risks of serious injury, loss of 
consciousness or asphyxiation;

3. I f  man-entr y i n to the sewer 
manho l e  c anno t  be  avo i ded , 
fo rmu l a te  and imp lement  an 
effective safe system of work, 
which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	 imp l emen t i n g 	 a 	 p e rm i t -
to-work system, having all 
necessary safety precautions 
taken and certified in writing 
with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workers may remain safely 
inside the sewer manhole, 
b e fo re  a ny  worke r s  a re 
allowed to enter the sewer 
manhole;

•	 e n s u r i n g 	 t h a t 	 wo r k e r s	
entering the sewer manhole 
u s e  s u i t a b l e  p e r s o n a l 
p ro tec t i ve  equ ipment  a s 
a p p r o p r i a t e , i n c l u d i n g 
approved breathing apparatus 
a n d  s a f e t y  h a r n e s s e s 
connected to lifelines that are 
strong enough to enable each 
of them to be pulled out;

•	 assigning	 a	 stand-by	 person	
to station outside the sewer 
manhole throughout the time 
of operat ion to mainta in 
commun i c a t ion  w i th  t he 
workers inside;

•	 e n s u r i n g 	 e f f e c t i v 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workers work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ewer manhole;

•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 r o p e r  e m e r g e n c y 
p r o c e d u r e s ,  i n c l u d i n g 
provision of sufficient and 
suitable rescue equipment and 
presence of a rescue team 
that commensurate with the 
scale of the task;

•	 i n s t r u c t i n g 	 t h e 	 s t a n d b y	
person not to enter the 
sewer manhole even in case 
of emergency. The standby 
p e r s o n  s h o u l d  r e m a i n 
stationed outside the sewer 
manhole and immediate ly 
summon assistance of the 
re s c u e  t e a m a n d  p u b l i c 
emergency services (i.e. the 
Police and the Fire Services); 
and

•	 e x e r c i s i n g 	 e f f e c t i v e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to ensure that the above 
sa fety measures are fu l ly 
implemented and s tr ic t ly 
followed.

4. The open ing o f  the manho le 
should be securely fenced so as 
to prevent any worker from falling 
into the man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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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takings (Confined Spaces) 
Regulation

2. F a c t o r i e s  a n d  I n d u s t r i a 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Section 
6A(2)(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 ia l  under tak ing should 
provide and maintain a system of 
work that is,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3.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S i t e s  ( S a f e t y ) 
Regulations, Regulation 38B(1) – 
Any contr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site shall take adequate steps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ny place 
where the construction work is 
being carried out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of 2 metres or more. 



吊運孖櫃致意外　遵守守則保安全
Lifting of two containers together caused accident  

Comply with codes to ensure safety  

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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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十字》於 2013年 7月╱ 8月號

曾談及因不當吊運孖櫃而引致發生意

外的死亡個案，吊運的孖櫃是被兩個

貨櫃隔開，而今次談的是因吊運孖櫃

而引起的另一個個案。這個個案是吊

起兩個吉櫃，但放櫃的地方是兩個不

同層數的地方。

意外的發生
在去年夏季的某日，有一內地船

到港，並準備經由躉船把貨櫃從岸上

吊上船。吊運過程十分順利，只是其

中一次吊運是把兩個吉櫃從岸上吊上

船，而安放的位置分別是內河船的三

樓和四樓，吊機手把三樓的櫃安放好

後，再吊運四樓的櫃，但對位比較困

難，因此吊機手便從駕駛台頂行出去

扶櫃，打算把貨櫃扶正安放位置，這

時候，貨櫃突然有大幅度的擺動，把

死者撞跌落倉底，送院後證實死亡。

調查及發現
內地貨船到港後，在葵涌貨櫃碼

頭及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進行了一

些貨櫃的裝卸工程後便轉往青衣裝貨。

內河船到達青衣後，其右舷泊在

躉船的左舷（如圖 1），裝貨計劃是把

10個 40呎的吉櫃利用躉船的吊機從

岸上吊上船再運往內地。而船員的工

作是在貨櫃安放好後把吊鈎除下，當

時除死者外另有四名船員一同工作，

大部分是站在駕駛台頂部等候除鈎的 

工作。

案發時吊機手在一次吊運中吊起

兩個 40呎的貨櫃（A及B），打算安放在

內河船的C和D的位置上，即A櫃放在

C的四樓，而B櫃放在D的三樓。由於

安放的位置高度有差別，因此吊機手

把Ａ櫃暫時放在Ｃ櫃上面，待放好B櫃

在D櫃面上，回頭再放正A櫃。從圖 1

看見吊運孖櫃是用兩條吊索鈎A櫃，兩

條吊索鈎B櫃，所以再返吊A櫃時船員

都是用兩條吊索，正因如此，A櫃會搖

擺不定，很難對正貨櫃座的位置，死

者看見很久也對不正位，便從駕駛台

頂走出去扶櫃，企圖把A櫃扶正，可是

由於A櫃搖擺不定，死者被推向後跌落

左排 2層高的櫃，再跌落倉底受傷。

調查結果顯示，A櫃的搖擺不定可

能是由於使用兩條吊索的關係，貨物

擺放不平均，再加上海上有微浪，因

此吊櫃時便會大幅擺動。而死者扶櫃

的位置只有一個櫃的濶度，比工作守

則內提示最少要三個櫃的濶度少，所

以死者工作的位置並不安全。

案發當日下著毛毛細雨，地面比

較濕滑，死者在貨櫃頂上工作有可能

因此滑倒。

當日內河船的船長是督導員，但

他已下班，並在房間內休息，而在工作

地方也沒有其他督導員在場監管。工

作的船員中有些是沒有海上藍咭的，

而死者則沒有戴安全帽工作。

海 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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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機操作員 Crane operator
：死者 Deceased Person, DP

：死者可能移動路徑 Possible Moving path of DP

：吊索工人 Slingers, LZQ, LDF, FGY

圖1　　　Figure 1

：2層貨櫃 2-tier container
：3層貨櫃 3-tier container

：4層貨櫃 4-tier container

：吊索工人 Slinger, 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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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例
(i)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I章）第 21條第 2a節：「除非受

僱人－戴着適當的安全頭盔，否

則須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該受

僱人不會在工程進行時停留在本

地船隻上。」

(ii)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章）第 18條第 1節：「除非工程

是在最少一名工程督導員的監督

In the July/August 2013 issue of 

Green Cross, we talked about a death 

caused by the inappropriate lifting of 

two containers that were separated 

by two containers. Now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nother case caused by 

slinging two empty containers onto two 

different tiers.

The Incident

One day last summer, a Mainland 

vessel arrived in Hong Kong and was 

preparing to lift onshore containers 

onboard using a barge crane. Lifting 

went very smoothly until an operation 

to lift two empty containers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tiers of the vessel. After 

the crane operator placed one on the 

third tier successfully, he planned to lift 

another to the fourth tier. However, it 

was difficult to align the container. The 

crane operator then came out from 

the roof of the wheelhouse and held 

the container in order to position it 

properly. Suddenly, the container swung 

violently and knocked him off the tier 

causing him to fall to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He was sent to hospital and 

certified dead.

Investigation and 

findings

After arr iv ing in Hong Kong , 

the Mainland vessel had done some 

container-unloading work at Kwai T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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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第

548章）第 54條第 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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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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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Terminals and Yau Ma Tei 

Public Cargo Working Area. Afterwards 

he moved to Tsing Yi for cargo loading.

After arriving at Tsing Yi, the vessel 

was parked on its starboard side next 

to the port side of the barge (see Figure 

1). It was planned to use a barge crane 

to lift ten 40ft. containers onto the 

vessel and ship them to the Mainland. 

The duty of the slingers was to remove 

hooks after containers were in position. 

There were other four slingers working 

with the deceased at the time. Most 

of them were standing on the roof of 

the wheelhouse to get ready for hook 

removal.

The crane operator was lifting two 

40ft. containers (A & B) and tried to 

put them at positions C and D in the 

vessel. Container A was to be placed 

on the fourth tier of C while Container 

B was to be placed on the third tier 

of D.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heights, 

the crane operator temporarily placed 

Container A on the top of Container 

C. Container A then be lifted again 

and positioned after Container B was 

placed on the top of Container D. As 

seen in Figure 1, two slings were used 

for Container A and two slings were 

used for Container B when lifting two 

containers, so only two slings were 

used when re-lifting Container A. This 

meant that Container A would be able 

to swing,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osition 

properly in its stowing position. After 

the deceased took a long time to lift it 

but failed, he came out from the roof of 

the wheelhouse and tried to help place 

Container A in the proper position by 

hand. He was then hit by the swinging 

Container onto a container on the 2nd 

tier of the left row, before falling again 

to the bottom of the cargo hold.

Investig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winging of Container A resulted 

from using two slings, combined with 

poorly placed containers and small 

waves that caused a wobble when lifting 

containers. In addition, the area for the 

deceased to grip the container was 

only one-container wide, violating the 

Code of Practice which requires at least 

three-containers wide. Consequently, 

the deceased was not working at a safe 

place.

There was a light rain and the 

floor was slippery during the accident. 

The deceased who was working on the 

top of the container may have slipped 

and fell.

The Captain of the vessel was the 

supervisor on the day of accident, but 

he had taken a break from work and 

was resting in the room. There was no 

other on-site supervisor in the working 

area. Some of the slingers working on 

the vessel did not have a Marine Blue 

Card, and the deceased did not wear a 

safety helmet at work.

Applicable legislation

(i) S e c t i on  21 ( 2 a )  o f  Me rch an 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 e g u l a t i o n  ( C h a p t e r  5 4 8 I ) : 

“Reasonable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 person 

employed does not remain on the 

local vessel when works are being 

carried out unless he is – wearing 

an appropriate safety helmet.”

(ii) Section 18(I) of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hapter 548I): No works shall be 

carried out on, to or by means of 

a local vessel unless the work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t least one works supervisor.

(iii) Section 54(I) of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hapter 548I): No cargo handling 

shall be carried out by a person 

unless the person holds a valid 

cer t i f i c a te in  respect  o f  the 

relevant safety training course or 

such other certificate relating to 

safety training recognized by the 

Dire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