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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注重安全 開心放假
   今年內發生多宗涉及修路工人意外，路政署於今年
十一月推行了多項新措施，並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討目
前公路工程的防護措施，加強保障修路工人工作時的安
全。例如在時速限制七十公里或以上的道路進行工程
時，封閉路段的前端，加設有緩撞裝置的護航車或護欄
等。香港每年投入逾十億元保養及維修道路網絡，這些
工程不論對修路的工程人員抑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有
可能帶來潛在安全風險。因此，修路工程承辦商、工程
人員或駕駛人士都要認識道路工程相關的安全事項及潛
在風險。今期《綠十字》將詳細講解如何評估風險、制
訂安全措施，以減少意外事故。
   聖誕及新年假期，不少人都會放下手頭的工作，
好好休息或與家人外遊。然而，長假期前後往往是發
生意外事故的高危時段，因為長假期前，員工的心情
可能會變得較為輕鬆，工作安全的警覺性有所鬆懈；
而部份員工可能為了趕快完成手上的工作，未必完全
遵守安全指引及工作守則。另外，管理人員在這段期
間要兼顧的事情較平日多，監察安全施工可能較為平
日鬆懈。因此，在長假期前，訂立一個周詳的工作安
全計劃是非常重要。今期《綠十字》將簡介長假期前
後的職安健規劃要點，提醒僱主及僱員做好假期前後
的安全措施。

   很多家庭都會在年尾打掃清潔來迎接新的一年，
這些工作看似簡單，但亦有不少潛在風險。過往幾
年，曾經有戶主或家庭傭工因清潔窗戶，而從高處墮
下受傷或死亡。所以家庭成員和家傭都有需要學習日
常家居清潔的安全要點，特別在清潔窗戶時，應採取
的安全措施。比如清潔窗戶時要確保窗花鎖上或被固
定，以防止窗花被開啟；此外，在清潔窗戶時，除了
手臂外，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工作和家居環
境都做足安全措施，大家就可以放一個開心又愉快的
聖誕及新年假期！
   職安局與衛生署開展「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
劃，有超過300間企業共22萬僱員參與，計劃提倡健
康飲食，體能活動及心理健康三大領域，希望僱主及
僱員一同創造健康及愉快的工作環境，當中有不少為
人熟悉的企業，今期《綠十字》會介紹其中一間參與
企業-香港賽馬會，分享建立健康愉快工作間的經驗。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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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工作安全

道路封閉

道路 工 程
工作 安 全

   香港交通有多繁忙？本港現時有15條
主要的行車隧道、1,335條行車天橋及橋
樑，道路網絡總長度達2,101公里，大約相
等於香港與北京的直線距離！道路多車亦
多，2015年本港共有超過72萬部已領牌車
輛，亦有研究指市區的平均行車速度，由

2003年的每小時25.6公里，減慢至2013年
約每小時22.7公里(減幅達11%)。現時部
份主要道路(如德輔道西)在平日早上繁忙時
間的行車速度約為每小時10公里，甚至更
慢，即稍微較一般成人步速快(約為每小時
4 至 5 公里)。
   如此繁忙的交通，自然會對路面狀況
構成壓力，導致耗損、坑洞、不平、油污
或道路設備被損毀等情況。尤其是有大量
重型車輛或巴士行經的路段(現有巴士及貨
車數量大約為14萬輛)，不難想像路面損
壞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因此香港每年都投
入逾十億元的開支，來保養及維修道路網
絡。這些道路保養工程，一方面為使用者
提供更良好的路面情況以保安全，但另一
方面亦會對修路工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構
成風險，畢竟這些工程大部份是在有汽車
行駛的道路上進行。所以無論是修路工程
承辦商、修路工程人員或駕駛人士都需要
認識有關風險，避免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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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十字第26卷6期

如果你是駕駛人士

如果你是修路工程人員

   如果你是駕駛人士，就必須要留意下列要點，
因為你所駕駛的車輛，就是修路工程意外風險的源
頭。為免你所駕駛的車輛撞倒工程人員或設備而釀
成意外，在使用道路時必須留意以下事項：

   修路工程人員被汽車撞倒的意外時有發生。要
避免意外，除了駕駛人士要克盡己任安全駕駛之
餘，工程人員亦要做足安全措施，以保障自己及駕
駛人士的安全：

•保持安全車速，並保持警覺，切勿分神(如使用手
提電話)而忽略路面情況，更絕不可醉駕或藥駕；

工程開始前

•時刻注意路面情況，留意是否有警告標誌或資訊
系統，提醒前面路段有工程正在進行；
•如前面路段有修路工程，必須減慢車速並留意臨

•清楚了解工作的詳情，包括工程的風險、需要執
行的安全措施及安全工作程序；及
•檢查設備(如工程車、護航車、閃燈、緩撞裝置、
指示燈號及通訊設備)，確保它們能有效運作。

時交通安排，例如：
- 臨時交通燈：應遵守燈號，紅燈時在指定位置
停車，並在綠燈亮起後方可駛進該路段；
- 交通指揮員：應遵守指揮員的指示停車或駛進
該路段；或
- 臨時封閉前面行車線：應遵守指示安全地切線。
•當駛進工程正在進行的路段時，應減慢車速並保
持警覺，提防在工程範圍或附近有工程車輛或人
員突然走近或闖入行車綫；
•在晚上駕駛時應更加小心留神，因為修路工程大
多數於晚間進行，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修路工程；
•不應於精神疲倦時駕駛，以免於駕駛時不能集中
精神或打瞌睡；及
•遵守運輸署「道路使用者守則」所載的規則或指
示正確使用道路。

檢查包括護航車等設備以確保它們有效運作。

工程進行時
•必須留意交通情況，確保安全後才進入道路上的
工作範圍；
•在架設警告標誌、道路危險警告燈和交通圓筒時，
必須面向車輛駛來的方向，並注意交通情況；
•必須在指定的施工範圍工作，亦不應離開圍封的
範圍；
•遵守工作安全規則，嚴禁作出危險行為；
•必須穿著合適的反光衣及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如要操作壓實機等負荷物移動機械，必須擁有相
關有效操作員證書；
•駕駛工程車及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時，必須要安
全謹慎，尤其於工程範圍內移動前，應先確保沒
有人員停留在移動途徑內；

駕駛人士應留意道路上是否有警告標
誌提醒前面路段有工程正在進行。

•如需進行鋪瀝青工序，必須執行相關安全措施，
以防被高溫瀝青灼傷，以及防止吸入加熱瀝青時
所產生的氣霧等；
•天氣酷熱時應執行防中暑措施，包括定時小休、
多飲開水、穿著淺色及通爽的工作服等；及
•保持工地整齊。

GREEN CROSS VOL.2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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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成後
•清理工作範圍，確保沒有雜物遺留在路面之上，
以免影響駕駛人士安全；及
•應按撤銷封閉行車綫的相關工作守則程序進行有
關工作，包括移走所有架設的警告標誌、道路危
險警告燈和交通圓筒等。

如果你是工程負責人
   要避免修路工程的意外，負責工程的承辦商理當身負

重任。為確保工程人員能夠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工作，
承辦商應提供及維持一個安全工作系統，以及和提供所
需的資料、指導及訓練，並執行以下各項安全措施：

工程開始前
•在可行的情況下，儘量減少於夜間進行道路維修工作；
•委任合資格人士就工程進行風險評估，考慮工作性
質、交通流量等因素，找出所有潛在危害；

工程人員必須穿著反光衣，並且只在指定的施工範圍內工作。

•就風險評估的結果制定合乎相關工作守則及指引的
安全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如路政署《道路工程的照
明、標誌及防護工作守則》及勞工處相關指引)；
•預先仔細策劃工程，並在工程進行前和進行期間適當
諮詢有關當局(如警務處、運輸署和路政署等)；
•在時速限制70公里或以上的道路(包括快速公路)進行
工程時，於封閉路段的前端加設備有車載式緩撞裝置
的護航車輛(或適當防撞等級的護欄)及縱向安全淨距
(即緩衝距離)，以減輕工地遭車輛意外撞擊時的損毀
及對工人造成的傷害;
•視乎交通情況，如有需要，應尋求警務處協助封閉行
車綫的工作；
•向工程人員提供足夠的資料、指導及訓練，並確保他
們熟悉道路維修的安全施工程序及措施；
•向工程人員提供反光衣及其他所需個人防護裝備；
•確保護航車緩撞裝置尾部反光度的規格及護航車的最
少重量符合路政署的最新要求；及
•制定有效的監督制度。

在 4 綫快速公路封閉快綫及第 2 快綫時採用的標誌分佈(來源：路
政署《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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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行中
• 透過資訊系統(如快速公路上的資訊顯示系統)把道

路維修資訊發放予道路使用者，提醒他們前面有道
路維修工程，讓他們有所警覺；
•確保封閉行車綫的工作按相關工作守則的程序進行；
• 在工程進行的任何階段，需遵從相關工作守則架設

適當和足夠的警告燈、交通標誌及防護設備；
•在架設及移除警告標誌時，工程車輛須由另一輛裝
有閃爍箭嘴燈號和車載式緩撞裝置的車輛護航，讓
駕駛人士有所警覺；
•在時速限制70公里或以上的道路進行的流動作業(如

封閉行車線或緊急路面維修等)，須使用備有車載式
緩撞裝置的護航車輛、閃爍箭咀指示燈號、閃動警
告燈及標誌；
• 除警告路上的汽車外，行人與工地及車輛之間應有

連續的行人防護欄隔開，清楚標示工地及行車路，
以及警告行人；
• 工地圍起後，應將工地車輛、設備、工具、材料放

置於工地以內的地方；
• 盡可能利用警告標誌顯示改道安排，避免安排員工

指揮車輛，並須確保道路上的工程人員站在相對最
安全的位置工作；
•指示工程人員應朝向迎面而來的車輛工作；
• 確保工程人員進行工作時正確使用所需的個人防護

工程完成後
•確保按相關工作守則進行撤銷封閉行車
綫的工作程序；
•在可行的情況下，安排使用自動操作的
機械回收交通圓筒，以減少工人在路上
工作的風險；及
•視乎交通情況，如有需要，應尋求警務
處協助撤銷封閉行車綫的工作。

裝備；及
• 由管工和安全主任/安全督導員進行工地巡查，以監

督施工安全。

公路上的資訊顯示系統。

參考資料：
勞工處《風險評估五部曲》
路政署《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作守則》
運輸署《道路使用者守則》

   完善的道路保養計劃，可有效維持良好的路
面狀況，並提高行車安全。然而有關工作所涉及
的風險，例如工程人員被汽車撞倒或汽車與工程
車發生碰撞，後果可以非常嚴重。總括而言，
承辦商應由工程計劃開始時，考慮各項風險
並制定相關安全措施，實施有效監督 確保工
程人員按有關規定進行工作；工程人員則需
要清楚安全施工程序，做足安全措施，並時
刻集中精神保持警覺；而駕駛人士亦需要養
成良好的駕駛態度，駛經修路工
程路段時更要減慢車速且留心駕
駛。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
夠做到「修路工程零意外」的終
極目標。
GREEN CROSS VOL.2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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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新課程：大笑瑜伽減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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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笑，十年少」好像有點
誇張，但笑能祛病早已得到醫學證
明，人類七成慢性及急性疾病發病
原因均來自壓力，1995年印度醫
生Dr.MadanKataria研發大笑瑜伽
(Laughter Yoga)，結合傳統瑜伽式
呼吸法與一系列大笑運動，令身體釋
放令人感到快樂的安多酚，減低體內
壓力皮質醇，從而提升人體抵抗力；
到底大笑瑜伽可以如何引領繁忙的都
市人返老還童，笑著面對壓力？

我們日常常做的動作亦被加入大笑瑜伽
減壓法之中，例如伸懶腰後大笑、躺平
身體大笑及身體放空練習等。導師亦教授
學員傳統瑜伽式呼吸法 (Pranayama)，
以左右鼻孔互相交替深呼吸，讓人額外
吸收多25%氧氣，可有效放鬆心情及消
除疲勞。

導師 Natalie 帶領著學
員模仿獅子、小狗、
小貓，甚至聖誕老人大
笑，配合肢體動作，與
學員融入歡樂中。

   「笑」，彷彿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有研究調查顯示，小朋友平均每日大笑
300次以上，而成年人只有8至12次；
大笑原來已經成為都市人繁忙生活的奢
侈品。有見及此，職業安全健康局特別
為在職人士新增設「大笑瑜伽減壓工作
坊」，藉著介紹大笑瑜伽運動，推廣大笑
的生活態度及習慣，從而學習壓力的管
理。工作坊先由大笑瑜伽導師呂慧妍老師
(Natalie)帶領學員進行大笑熱身運動，
學員一邊自我介紹一邊大笑，破冰之餘亦
為一系列大笑運動做好準備。
   「要放開自己才可開懷大笑，要笑
到感覺到腹部震動，身體才會釋放安多
酚，減低壓力皮質醇，才能達到大笑瑜
伽減壓的效果。」Natalie笑言要開懷大
笑，心態上必先要返老還童。暖身後，
她帶領著學員模仿獅子、小狗、小貓，
甚至聖誕老人大笑，配合肢體動作，一
班人參與大笑瑜伽工作坊，在導師帶動
下可以笑得開懷、笑得暢快，更可在互
相稱讚下融入歡樂中；工作坊內聽得最
多的一定是「呵！呵！哈哈哈」，這
句簡單的口令可加強腹部收縮及舒緩腸
胃，功效十足。除了模仿動物大笑之外，

   導師 Natalie 在成為大笑瑜伽導師之
前，是一位中學教師，她之所以投身大笑
瑜伽行列，源於她壓力爆煲的經歷。「教
書工作繁忙，壓力大，試過睡覺時感覺呼
吸困難，而事實上不少都市人每日面對著
超標的壓力，不病就奇。」一次機緣巧合
下在印度接觸到大笑瑜伽，感覺這項運動
的確可以幫助繁忙都市人的身、心，靈健
康，於是投身大笑瑜伽導師行列。「大笑
瑜伽有很多不同的風格，但重點方針不
外乎透過大笑運動帶來 Positive Force，
控制壓力指數，提升人體身心健康。」
Natalie分享心得。而任職文員的學員
Cindy平日面對來自上司的工作壓力，希
望透過大笑瑜伽減壓。知道職安局推出這
類型工作坊，便二話不說參加了。今天的
課堂很有意義，尤其是瑜伽式呼吸法及模
仿動物大笑，平日在家也可以做，對減壓
十分有幫助。」大笑是否奢侈？就視乎你
如何自處。

任職文員的學員 Cindy
希望透過大笑瑜伽舒
緩平日的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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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年都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大型活動，包括展覽會、國際會議、

嘉年華會 、 比賽、煙花會演、演唱會和巡遊等等。舉辦活動前除了考慮成效外，
當中牽涉的安全風險更不容忽視，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下列一宗嚴重傷亡事故，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

台灣新北市一個樂園於去年 6 月的一個晚上舉辦的彩色派對，

現場噴灑大量彩色玉米粉，突然發生爆炸，釀成數百人死傷。

這次慘痛的教訓，足以證明舉辦大型活動前的安全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NEWS

台灣八

仙樂園

台灣新
北市一
個樂園
6 月晚上
於去年
舉辦的
彩色派
現場噴
對，
灑大量
彩色玉
突然發
米粉，
生爆炸
起火，
百人死
釀成數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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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34

爆炸起

NEWS

/12:06:20

15

韓國京

火

NO:1234

NEWS

自拍
馬拉松玩

15

/12:06:20

險人踩人

意外

畿道演

唱會坍

NO:1234

/12:06:2

塌意外

015

風險評估需要考慮的 5 項要素
   舉辦大型活動的準備工作繁多，只有經過周詳考慮才能成功及安全地完成活動。建議先
考慮下列 5 項因素：

一、參與人士
   活動舉辦的前中後期，均有不同崗位的人員參與其中，包括管理人員、前線工作人員
（例如：保安人員、工程人員、運輸工友、清潔工友、參展商員工、演藝人員和急救人員）
及參加者等。各人相關籌劃或參與活動的經驗、資格、技術及認識各異，更要注意是部份工
作人員為兼職性質，都會加深活動管理的複雜及難度。

2

1

二、涉及的機械設備
   活動舉辦前後期，需要不同的機械設備來協助進行搭建、拆卸及搬運等
工作，例如：吊機、剷車、唧車、手推車、工作台、梯台和手提工具等等。
當活動舉行時，配合活動進行儀式或表演環節所涉及的燈光、音響、升降及
其他視覺效果等設備，也是考慮之列，而須關注的安全要點，包括採用的機
械設備是否裝有適當安全裝置及符合安全標準，並適合場地使用。

三、使用的物料
   活動舉辦的前中後期，必須考慮所使用及產生的物料的
安全性，例如：
— 工程有否使用易燃液體？
— 臨時結構物及架設物所採用的建材物料是否堅實或防火？
— 使用的佈置品及裝飾品是否防火或過重？
— 進行儀式或表演環節所製作的感官或視覺效果物料是否有
害或具爆炸性？
— 有否提供足夠電力及消防安全裝置？
— 有否過量儲存危險物品？

四、施工方法

3

   活動舉辦的前中後期，必須考慮合適的施工方法，例如：採用輔助工具來減低工作上的
安全風險，包括：
— 使用符合安全規格的流動工作台或動力升降工作台來進行高處工作；
— 使用預製組件來進行搭建工程，減少現場切割工序；
— 使用手推車、唧車等輔助設備來減少人力提舉搬運工序；

— 避免不相容工序在同一地點及同一時間進行，例如：應避免安排燒焊或喉管切割應與油漆
工作在附近同時進行，以防工序所產生的火花飛到易燃品，而引致火警發生；及
— 若進行高風險工序，有否採用工作許可證制度以確保安全。

5

4

五、環境
   活動場地在室內或室外所涉及的危害及風險是有所不同。若活動在
室外進行，天氣當然會影響活動的安全性。此外，臨時性裝置及設施是否
適合室外使用也是關鍵因素。活動舉辦的前中後期，更必須留意地面、通
風、光線、噪音和溫度等狀況。

GREEN CROSS VOL.2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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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的步驟
第五部
覆核評估

第四部
記錄評估結果

第三部
評估風險

第二部
估計誰會受損

   進行風險評估的步驟可借鑑勞工處編印的「風險評估五部曲」
刊物 ：

一、找出危害
   從人、機、物、法、環五大因素，找出大型活動所涉及的各
種危害，並引伸危害對有關人士的影響。常見的危害包括：
— 人體從高處墮下：不安全的高處工作方法（如高位搭建及拆
卸舞台、背景及攤位等）；
— 拉傷及扭傷：不正確的人力提舉搬運方法（如搬運建築物
料、工具及物資等）；
— 滑倒或絆倒：不良的工場整理，例如：地面濕滑、不平及物
料隨處擺放阻塞通道；
— 被下墜物料所傷：物料擺放過高及不穩固、吊運物繫穩不足
而鬆脫下墮；
— 火警：電力負荷過重、易燃品處理不善、火種控制不佳，防
火設備不足；
— 觸電：電力工具保養不善，缺乏適當的電力安全裝置；
— 暴力事故中受傷：受到語言暴力、威脅、欺凌和其他傷害身
體的行為；

第一部
找出危害

— 機器危害：被鋒利表面割傷，被危險部位壓傷。危險部位沒
有裝上安全護罩；
— 遭移動中物件撞倒：不正確的機器操作，不安全的駕駛態度；
— 觸及灼熱表面：身體不慎接觸到還未冷卻的焊件；

風險評估五部曲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FiveSteps.pdf

— 化學品危害：易燃、腐蝕、有害和刺激等；及
— 中暑：長時間在酷熱環境下工作，沒有補充足夠水份及電解質。

危害種類

找出危害的方法包括：

不正確人力提舉

— 參考其他大型活動曾發生的
事故或意外紀錄；

工作場所整理不善
工作間暴力事故
電力危害
火警危害
機器危害
化學品危害
被下墜物料壓傷
中暑
遭移動中機器撞倒
觸及灼熱表面
其他，請填寫
綠十字第26卷6期

危害源頭 備註

人體從高處墮下
搬運

12

適用 不適用

   主辦機構可按舉行的活動，
詳細列出各施工項目，再分析當
中所涉及的人、工序、機械／裝
置及環境，從而評估有關風險。

— 參考有關工序的法例要求及
資訊等；
— 實地視察；
— 安全人員的知識及經驗；及
— 諮詢員工。

定義

危害的嚴重性
受傷或事故情況

健康受損或事故情況

1

輕微傷害

表面受傷、輕微割傷及擦傷、
塵埃引致眼睛刺痛等。

受干擾及刺激(例如：頭痛)、
疾病引致暫時不適等。

2

傷害

割傷、燒傷、腦震盪、嚴重扭
傷、輕微骨折等。

失聰、皮膚炎、哮喘、工作引致
上肢上毛病、疾病引致永久性輕
微傷殘等。

3

嚴重傷害

斷肢、嚴重骨折、中毒、多處
受傷、死亡等。

職業性癌症、其他引致壽命縮短
的嚴重疾病、急性致命疾病等。

*表 1：
嚴重性的定義

對大型活動場地或場地附近的物業造成損壞而對公眾構成威脅。

二、評估一旦發生意外可能涉及的
人士
   活 動 舉 辦 的 前 中 後 期 ， 涉 及 人 員 眾
多，包括管理人員、工程人員、保安人
員、接待人員、搬運人員、清潔人員、參
展商員工、主禮嘉賓、表演者、急救員及
不同年齡的參加者（例如：小童或長者觀
眾等）。詳列各種已確認的危害會涉及
那些人士，並考慮他們的人數、能力、資
格、經驗及相關管理及協調等。

三、評估危害風險
   透過分析事故危害的嚴重性及可能性
來評估風險水平。危害的嚴重性可分為三
個程度，建議：輕微傷害（1）、中度傷害
（2）及嚴重傷害（3）（見表1）；而事故
發生的可能性亦可分為三個程度，建議：
很有可能（H）、不大可能（M）、極不可能
（N）
（見表 2）。

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定義

H

很有可能

L

不大可能

N

極不可能
*表 2：可能性的定義

危害的
嚴重性

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1

2

3

N

微不足道風險

輕微風險

中等風險

L

輕微風險

中等風險

重大風險

H

中等風險

重大風險

極大風險

*表 3：風險水平估計量表

風險＝危害的嚴重性 x 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透過這個計算方法所得的風險劃分為
極大、重大、中等、輕微和微不足道五個
水平（見表 3 及 4 ），機構可按風險水平的
結果來制定所需的控制措施。

極大風險

管理層必須正視，應立刻改善，如沒有
即時控制措施，應考慮先停止該工作

重大風險

管理層應採取積極措施作改善

   控制措施以減低風險程度為目標，優
先次序為：

中等風險

管理層應在合理時間內作出改善

— 消除；

輕微風險

應訂立程序管理

微不足道風險

現況暫且接受，定期檢討是否需要改善

— 取代；
— 隔離；
— 工程控制；

*表 4：根據風險水平，應採取的控制措施

— 行政措施；及
— 個人防護裝備（而個人防護裝備應視為
最後防線）。

GREEN CROSS VOL.2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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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建立控制措施時，可因應實際情況及環境來制
訂合理可行的措施。如建議措施未能達到合理及可
行，才考慮行政措施（例如：提供訓練、張貼告
示）及個人防護裝備等。

優先考慮

取代
隔離

制
程控

有效性

工
   制訂控制措施時，應邀請不同階層的人員參與，
行政
措施
令措施更切合有關需要並有效地於工作場所內實施。
最後防線
機構需要提供資源及時間給予管理人員，實施評估
護
防 裝備
個人
結果內的建議措施，而管理人員應密切監測控制措施
的實施狀況。如實施上遇到困難，可加強前線人員及管理層的溝通，討論改善辦
法。與此同時，管理人員可透過不同的渠道（如訓練或會議）向各有關人員講解
更新的風險與安全措施。

四、記錄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能反映工作場所內的潛在危害，受危害影響的範圍及人數，並就危
害的嚴重性及可能性，採取合理適當的預防措施，令餘下的危害風險程度降至可
接受的水平。評估記錄要有系統地保存，以便日後參考之用。

五、覆核評估結果
   倘若物料、工序及設備上有任何重大改變，便需要對風險評估作出更新及修
訂，因為新的危害有可能隨之而來。
活動
項目

搭建
臨時
攤位

危害

來源

後果

受影響
人士

風險 現有
系數 控制
措施

使用梯 從高
台進行 處墮
高處工 下
作

不正
確使
用梯
台

墮下受
傷

使用員
工

3L

工序/
機械/
裝置

殘餘
危害

定期檢 跌傷
查梯
台；
員工已
接受安
全使用
梯台訓
練。

殘餘 評估
風險
系數

建議

跟進 完成
人士 日期

3N

透過監察提醒員工
要遵守安全使用梯
台要點：

工程
部主
管

中等
風險

確保員工關好圍欄
才開始工作。
梯台只可放於平滑
地面使用。
上落梯台時要三點
接觸。
梯台必須要完全張
開，方可使用。

使用手 扭傷
動唧車 ／
搬運物 拉傷
料

不正確
姿勢操
作唧車

扭傷／
拉傷身
體

手動唧
車操作
員工受
傷

2L

操作員 身體
已接受 扭傷
手動唧
車操作
訓練

2N

輕微
風險

加強監察以提醒員
工正確操作手動唧
車的姿勢。

運輸
部主
管

撞倒

不正確
方法操
作手動
唧車搬
運物料

員工被
撞倒受
傷

附近工
作的員
工

2L

操作員 撞倒
已接受 他人
手動唧
車操作
訓練

2N

輕微
風險

在唧車操作範圍
內工作的員工應
穿著反光衣。

運輸
部主
管

總結
   舉行大型活動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無論是人、機械、物料、施工方法及
場地環境，更要徹底作分析和了解，並進行風險評估及制定相關的有效風險控制
措施，配合嚴謹監管，才能防止意外發生。
*資料來源：勞工處《風險評估五部曲》及《安全管理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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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設標示提醒其
他員工場地有唧
車使用中。

淸潔窗戶勿中伏 三大招式可保命

很多家庭都會趁新年前，把家居打掃一番，來迎接新年。打掃清潔工作看
似簡單，但亦有不少潛在風險。當中以抹窗最為高危，稍一不慎可導致嚴重意
外甚至死亡。過往幾年，戶主或家庭傭工因清潔窗戶而從高墮下死亡事故屢有
發生。今年農曆新年前夕，一名清潔工人站在櫈上抹拭沒有窗花的玻璃窗時，
突然失平衡飛墮平台，當場喪命。因此戶主及家庭傭工均須提高對日常家居清
潔的安全意識，特別是在清潔窗戶時應採取的安全措施。包括窗戶須安裝窗
花，而窗花須鎖上或被固定；在清潔窗戶時，除手臂外，身體其他部份分不得
伸出窗外；清潔窗戶較高位置時應「腳踏實地」，並使用長手柄的工具/有繫
隱設備的磁力工具。在工作和家居環境都做足安全措施，就有一個開心又愉快
的聖誕及新年假期！
以下是一些抹窗時常見的危險陷阱：

梗窗

1 窗戶沒有安裝窗花；
2 窗花因沒有鎖上或固定而被開啟；
3 把身體伸展至窗外；
4 倚靠着窗花及窗戶玻璃借力；及

•站在地上進行清潔窗
戶工作。

5 站在櫈上，如摺櫈或有轆的櫈上抹窗 。
只要大家做好下列抹窗三大安全招式，
「穩固窗花陣」、「腳踏實地步法」及
「伸手不伸人訣」，自然大大減少因抹
窗從高處墮下的意外。
•除了手臂外，身體其他部份
不得伸出窗外；及

•窗戶須已安裝窗花，而該窗花須鎖
上或被固定，以防止窗花被開啟。

•有需要時，使用適
當的長柄工具，長
柄工具需設有手
繩，以便把工具繩
繫於手腕，預防工
具從高空墮下。

梗窗

梗窗

GREEN CROSS VOL.2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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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的配件及作用

安全帽 的
配件及 作用
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
所有進入建築地盤人士都必須佩
戴 安 全 帽 ， 在建造業地盤；因工
業意外而導致工友頭部受傷的個案
時有所聞，嚴重者更可導致死亡。
除佩戴合適的安全帽外，使用適當
的安全帽配件更能進一步減低其他
受傷風險。安全帽配件種類繁多，
如工友能善加利用更可提高工作效
率，本文將會介紹各種安全帽配
件及使用方法。

安全帽的保護原理
   在工作地點引致頭部受傷的危
險主要包括: 頭部遭墮下或飛散的物
件撞擊、撞著突出的物件或遭擺動
的物件撞擊。為了能夠有效地減低
頭部受傷的危險，在工作時使用合
適的安全帽是十分重要的。吸收衝
擊性能及防刺穿性能是安全帽最主
要的功能。而安全帽保護頭部的原
理是透過其堅硬的帽殼，與及內層的
部份（頭托、頭圍帶及頭箍）
，於撞
擊時以破裂、撕裂、變形或拉緊的
方式來抵消外來的衝擊能量。有些
安全帽更會加入一層吸震物料（如
保護墊），加強吸收能量的效果。
至於未能完全吸收的衝擊能量，則
會平均分佈在頭部四周，減低受傷
的機會。此外，符合安全標準的安
全帽兩側亦會具備防撞功能，以防
工友一旦撞到突出的物件（例如棚
架的突出部分）或遭擺動的物件撞
到（例如起重機的吊鈎）時，可提
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16

綠十字第26卷6期

   為了符合安全要求及發揮適當
的保護作用，安全帽的結構及其保
護功能，應符合 EN 397 或其他相
關安全標準的規格。值得注意的一
點是，佩戴安全帽不能防止頭部受
傷意外，只能減低意外的嚴重性，
僅屬於預防意外的最後措施。
可調校式Y型帽帶

彈性Y型帽帶
會緊貼皮膚，
容易引致皮膚
敏感。

膠托位置（即下
巴兜）會積聚佩
戴者的汗水。

帽帶的功用
   帽帶能夠限制安全帽的移動，確保其緊繫於佩戴者的頭部，使安全帽發
揮應有的保護作用。若在安全帽沒有配備帽帶時出現以下情況，均可能令佩
戴者的安全帽移位甚至鬆脫，失去預期的保護作用:
•佩戴者進行外牆裝飾工作時，向上仰望或頭部向下;
•在強風下於建築物高處使用吊船; 及
•遭受外來撞擊。
   根據EN397：2012 + A1：2012標準，帽帶在沒有拉力下須至少10毫米
闊。在標準測試時，帽帶須在受到150至250牛頓拉力之間鬆脫，而損壞只局
限於帽帶的繫穩點上。
   此外，若工友在進行離地工作時不幸地從高處墮下，帽帶能夠防止安全
帽鬆脫，避免頭部直接與硬物產生碰撞。同時，帽帶亦能夠防止安全帽因各
種原因鬆脫而從高處墮下，避免做成高空墮物的意外。

其他安全帽配件的種類
頭燈
   僱主應確保工地照明充足，
若僱員須要進入昏暗環境，安全
帽上的頭燈能提供近距離照明。
工友不需要手握電筒，便能騰出
雙手，特別是於密閉空間攀爬梯
具時，工友就能輕易地保持與梯
台的三點接觸。

太陽擋
   於戶外工作少不免會受到陽光
直接照射，是工作時中暑的高危一
族。工友於佩戴安全帽時同時使用
太陽擋，可獲得額外的防曬效果。

聽覺保護器

面盾
   不少面盾能夠配合安全帽
一起佩戴，工友不用再額外佩
戴安全眼鏡或眼罩。面盾更可
隨時上下移動，配合不同的工
作性質需要，此外亦有專為焊
接用的面盾及防止碎屑入侵的
面盾。市面上亦有內置防撞擊
面罩的安全帽，更方便工友使
用，無須另外攜帶面罩。

   在一般情況下，安全帽
會阻礙工友使用耳罩。然而
有些耳罩亦可作為安全帽配
件使用，更不會造成任何阻
礙。工友選擇聽覺保護器前
應先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噪
音評估，以確定噪音水平及
噪音頻率特性，並考慮聽覺
保護器在不同聲頻下的減音
能力，確保適合需要 。

註：
所有額外配件均須為原廠配件，並
不可以影響安全帽原有保護效能。
此外，若配件為個人防護裝備，有
關裝備亦必須符合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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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的配件及作用
佩戴備有反光帶及氣孔
的無帽舌安全帽

其他類型的安全帽
   工友要因應不同工作環境而選擇不同類型的安全
帽。一般來說，鴨舌型安全帽最能有效遮擋陽光和雨
水，以及保護臉部，但有時候帽舌會成為工作障礙，
例如測量工友在使用平水鏡時，會把帽舌轉向後方。
使用無帽舌安全帽便能解決這個問題，更方便測量工
友使用儀器。另外，寬圍邊型安全帽更將帽舌擴大至
四周，為佩戴者的臉和頸部提供較佳保護。
   選擇安全帽時亦要留意氣孔及反光帶兩大要素。
安全帽上的氣孔有通風作用，增加佩戴舒適度。如工
友需要進入陰暗地點工作，例如隧道，佩戴備有反光
帶的安全帽就是更好的選擇。

總結
   安全帽以專業設計減輕佩戴者頭部被下墮物擊中
的傷害，配上 Y 型帽帶就更能保護頭部，加上適當配
件更可提供多方面功能。但是，切記除非獲得製造商
同意，不得自行改裝，以免影響安全帽的保護性能。

參考資料：
1.勞工處《安全帽的揀選、使用及保養指引》。
2.Fung, I. W. H., Lee, Y. Y., Tam, V. W. Y., & Fung,
H. W. (2014). A feasibility study of introducing
chin straps of safety helmets as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in Hong Ko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Science, 65, pp.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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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邊型安全帽─為
佩戴者的臉部和頸
部提供較佳的保護

安老院舍員工的職安健

安老 院舍 員 工
的職 安健

根據 2013 年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2014 年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
81 歲，女性為 87 歲，兩者都較 30 年前增加了約 8 歲。香港人口
不斷老化已成趨勢，令安老院舍服務需求大增之餘，從事安老院
舍工作的人數亦有所增加，從業員在照顧長者的起居生活及提供
護理和復康服務時，往往會遇到不少潛在的職安健危害。今期綠
十字介紹安老院舍員工所面對的職安健危害及預防措施，以保障
院舍員工的安全和健康。

預防感染
常見危害
   預防感染是指一些對人類健
康有不良影響的生物源或其所產
生的有機物質，包括寄生蟲、細
菌、病毒、真菌及蛋白質等。為
保障安老院舍內老人及員工的健
康，每間安老院舍均需制定一套
傳染病控制和普及性預防守則。
以下幾種途徑可引致病源的傳
染：
• 經懸浮空氣中的細菌感染；
• 經食物、飲品或吸煙感染；
• 經針刺而感染；
• 經眼、鼻、口或受損
皮膚接觸感染。

•用過的針筒和刀片；
•醫療及隔離廢物；
•受感染去世老人的屍體。
   勤洗手是預防感染最簡單、
最基本的方法，但亦最常被人忽
略。每次工作完畢、如廁後、當
雙手沾染呼吸道分泌物、以及在
處理食物或進食前、觸碰面部之
前都應洗手。即使穿著保護衣物
（如長袍、制服或手套），在除
下保護衣物後，也應立刻洗手，
以降低受感染的機會。
正確洗手程序：

預防腰背扭傷和
肌肉筋骨勞損
常見危害
   腰背扭傷是院舍員工最常
見的意外之一，員工除了需要
搬運醫療儀器外，更需要搬移
老人，扶抱老人上落病床或輪
椅、幫助老人站立或步行、扶
助突然跌倒或暈倒的老人及協
助老人做物理治療等。姿勢不
正確會導致身體受傷，最常見
的傷患包括扭傷、拉傷、腰背
痛、肩痛和頸痛等。

預防措施
   如果要處理以下幾
類物品，便需提高警覺
及遵從特別守則：
• 血液、體液及被污染
的衣物床單；
資料來源：衞生署

搬移老人時， 可利用膠板、床單或起重器作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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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員工的職安健

預防措施
   其實，很多腰背扭傷的意外，是由於員工使用
了不正確的工作姿勢所導致。因此，我們在日常工
作時，應多加注意，如體力不足以應付時，可請求
同事協助，以免意外發生。在日常工作時，應多加
注意以下扶抱技巧：
• 首先要了解老人之病況與能力；
• 向老人解釋及指導，以得到他們的合作；
• 搬抬老人時，首先取得一個穩固立足點，雙腳稍
張開、腰背挺直、收腹；
• 手肘盡量靠近身軀；
• 緊抱老人，盡量以下肢發力；
• 叮囑老人家一起發力提升身體；
• 如老人太重，需要兩個或以上工作人員時，應由
其中一位發施號令，一齊發力，避免發生意外；
• 可利用膠板、床單或起重器作輔助；及
• 電動輔助起重器可輔助扶抱病人，避免工友因長
期進行人力提舉或扶抱工作，而引致肌肉筋骨勞
損問題。

電動輔助起重器。

預防滑倒及絆倒
   凌亂的工作場地，地面不平坦或濕
滑，陰暗或堆滿雜物的通道和樓梯間，
都會容易引致滑倒或絆倒的意外，亦增
加火警時的危險及阻礙逃生。

常見危害
立即處理水漬或濺出物，經常保持
地面整潔及乾爽。

   地面濕滑或不平會很容易釀成滑倒
及絆倒，如果在照顧老人家時發生，後
果倍加嚴重。

扶抱老人時，如老人太重，需要兩個
或以上工作人員時，應由其中一位發
施號令，一齊發力，避免發生意外。

預防措施
•選擇有防滑功能的地板，定期加以
修護；
•立即處理水漬或濺出物，經常保持
地面整潔及乾爽；
•門口加設地氈方便清理鞋底；
•在地面高低不平之處加上黃黑間條
紋，張貼警告標誌，或加添扶手；
•避免電線橫過通道；
•適當地劃分行人區和來往路線等。

預防暴力事故

•跟老人多加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得到他們的
信賴；

常見危害

•對老人的要求盡快回應，如未能即時處理應先對他
們表示關心，並向他們解釋原因；

有些老人或因受到疾病、受傷或藥物的影響出現
情緒不穩定，而透過暴力發洩情緒。

預防措施
•護理人員應多加留意，以免因老人的行為而受
傷，有需要時應請同事協助控制老人的情緒；
•管理人員應制定一套應付暴力事件的指引，讓
員工遇到暴力事件時能適當處理；
•使用防衛裝置（私人警報器、緊急按鈕），在危
險性較高的地區安裝錄影機；
•院舍的佈置不應使老人有被隔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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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適當和靈活的人手分配，確保老人不會長時間
被冷落；
•向員工提供預防和處理暴力的訓練，並且教授自衛
技巧；
•加強醫護人員對病人的認識及溝通，特別是當新入
職員工上班或有新老人到院舍，應預先瞭解老人有
沒有使用暴力的紀錄；
•保持足夠的工作人手，加班和長時間工作的情況應
盡量減少，使員工的工作量平均，避免讓員工單獨
工作過久；
•針對被確定為有危險性的工作區，應對員工作出適
當編配。

安老院舍員工的職安健

安全使用化學品
   清潔工作常用的去污物品，都含化學品成份。如強力的萬
用清潔液、洗地水、潔廁劑等，成分多為含酸或鹼性的腐蝕性
化學品。清除油污的清潔劑，可能含有高濃度的有機溶液，例
如天拿水和白電油。此類有機溶液，可除去皮膚油脂的保護
層，亦可由皮膚吸收而進入身體影響健康。

常見危害
   安老院舍經常會使用各種類的化學品，不當使用或儲存過
量，會對員工健康造成損害。化學物品普遍可透過呼吸、皮膚
吸收及吞食三種途徑進入身體，其中經呼吸進入體內是最普遍
的途徑。常見的化學物品包括消毒劑、通渠劑及抗癌藥劑。

預防措施
•使用化學品時，應閱讀容器標籤上的危害及預防資料；
•清潔消毒劑不可混和一起使用，例如鏹水和漂白水混合後會
產生有毒的氯氣，而存放的地方亦要分開；
•工作地點必須保持空氣流通；
•必須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例如手套、眼罩、呼吸器、
靴鞋及圍裙等；
•使用化學品後要蓋好容器，妥為儲存於陰涼、乾燥、通風良
好的地方；
•工作後或進食前一定要清潔雙手、手臂和面部。

輪班工作
常見危害
   輪班工作可對員工造成生理上和社交方面的問
題，可能出現睡眠困難、腸胃不適、慢性疲勞、情
緒不佳等症狀，甚至容易患上心臟病。

預防措施
•應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有助擁有優質睡眠；
•保持臥室安靜，關掉電話，安裝遮光窗簾，使能
在日間入睡；
•夜班後半部不要喝咖啡、濃茶或其他刺激性食物；
•制定飲食計劃，以輕量飲食為主；
•向家人和朋友解釋輪班工作問題，以得到他們的
諒解和支持；
30mins
•盡量參加社交活動，與家人和
朋友聯絡感情；
•多做運動，以增強身體健康。

如何做好個人防護

必須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例如
手套、眼罩、口罩、靴鞋及圍裙等。

   當然最佳的預防意外方法是消除所有危害因素的源由。只
有當不能完全消減危害時，才應依賴個人防護設備作為輔助
或最後的防線。使用個人防護設備必須注意正確的選擇、使用
及保養。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手套、保護衣服、眼罩、面
罩、鞋套等。不論是任何一種個人防護設備，我們必須正確選
擇和使用，以及妥善保養和存放，才可發揮其應有的保
護功能。可重覆再用的保護設備應在使用後徹底清潔及
消毒，才可再用。如發現有破損，便要立即更換。除下
的防護設備應放入有"生物性危害" 警告字樣及標誌的特
設垃圾袋，封好後放在指定位置待特別處理。

結語

小心處理利器
常見危害
   不小心處理利器，很容易就會
發生針刺或割傷意外，有機會因
血液接觸而感染病毒，如乙型肝炎
及愛滋病等。利器可以是針筒、剪
刀、縫合針等。

預防措施

用過的針筒應棄置於指定合適的
容器，容器蓋上的活門宜單向式
（只可為放入式）。

時，不應擠壓容器，以免
•用過的針筒應棄置於指定合適的
針頭刺穿容器；
容器，容器蓋上的活門宜單向式
（只可為放入式）；
•萬一被針刺傷，應立即通
知部門主管。
•處理尖利物件容器及一般垃圾桶

   為保障安老院舍員工及他人的安全及
健康，院內各部門及所有員工，必須執行
指定的安老院舍安全守則，以及各部門的
特殊規例。院方亦須對這些守則及規例，
作出定期評估及加以修訂。要有效地控制
這些危害，安老院舍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
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為員工提供一
個更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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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前後的職安健要點

假期前後的
職安健要點
大部份人都嚮往假期，希望
可趁這段時間好好休息和聯
誼。但假期前後往往是發生
意外的高危時段，因此，在
假期來臨之前，訂立一個
周詳的工作安全計劃及安排
是非常重要的。本期《綠十
字》將簡介假期前後的職安
健要點，提醒僱主及僱員做
好假期前後的安全措施。

假期前後的職安健要點

   假期前後要關注的職安健要點
包括：假期前、假期期間及假期後
的工作安排。

假期前

   假 期 快 到 ， 節 日 氣 氛 愈 來
愈濃厚，員工的心情難免變得輕
鬆，而對工作安全的警覺性或有
所鬆懈。部份員工為了趕快完成
手上的工作，可能未必完全遵守
公司的安全規則。另外，管理人
員在這段期間要兼顧的事項特別
多，對於監察安全施工，相對較
為鬆懈。然而，疏於防範往往為
意外埋下伏線，最終導致意外發
生。因此假期前的職安健工作規
劃對預防意外有關鍵性作用。

假期前的5S良好工作間
整理

   僱主及僱員要確保在假期前，
將所有工作崗位的機械設備、用
具、物料、儀器、環境等整理妥
當，以準備假期後開工時能有一個

22

綠十字第26卷6期

工作安全。提醒員工為使用完的機
械、電器等關上電掣，並將插頭拔
下。如有需要，應進行上鎖、掛牌
程序，確保機械及電器等的使用安
全。另外，也要檢查後備電源是否
操作正常。要求員工將工作地點關
好及上鎖，並啟動警報系統，確保
沒有外來人士闖入。如工作地點是
戶外，應將危險地點圍好及加上警
告牌。
安全的工作環境。工作間整理包括
有條理地存放有用的物品，把無用
的物品棄置或妥善處理，同時注重
工作間的清潔。「清潔」是以 5S
工場整理的「清潔」概念為基礎，
除了清潔的動作，更包含保養的意
念。企業應預先規定每一位員工負
責的清潔範圍，給予明確的指示和
訓練，使他們完全了解有關的工
具設備和清潔方法，以及需要達
到的標準，長假期前的要求應比
平時為高。

為有潛在危害的設備制
訂控制措施

   除工作間整理外，僱主應考慮
在假期期間為可能產生的危害如風
煤洩漏、火源、機械設備及電力裝
置等制訂適當的控制措施，以消除
或減少相關危害。

提高員工安全警覺性

   僱主可在長假期前舉行簡短座
談會，提醒員工應注意的事項及
保持他們的安全警覺性，並在假
期前最後一天，盡量安排較輕便
的工作，以免員工為了趕工而疏忽

安全事項

安全檢查

   假期前應由管理人員及檢查隊伍
進行一次徹底的安全檢查，並將不安
全地方整理好。使用檢查清單，確保
檢查項目沒有遺漏。針對一些高風險
的設計，僱主應安排檢查隊伍於假期
期間，返回工作地點作特別檢查。另
外，僱主亦應成立緊急應變隊伍，在
假期期間負責支援。

人手安排及應變天氣情況

   僱主應與僱員建立良好溝通及
安排假期後的工作及人手調配，讓
員工預先熟習假期後的工作，減少
員工因不熟悉工作內容或人手不足
而發生意外。另外，僱主與僱員應
留意天氣預告，評估天氣會否影響
工作地點的安全，並制訂適當預防
措施，例如加強防風措施等。

假期期間

假期間安全檢查

   在享受假期時，工作地點的安
全和健康往往會被忽略。為避免在
假期期間有特別事故發生，或事故
在未失控時第一時間受到控制，可
考慮於假 期 期 間 進 行 定 時 安 全 檢
查。以下為假期期間進行安全檢查
的注意要點：
—檢查隊伍於假期期間進行安全
檢查，但應避免單獨工作；
—逗留時應通知其他人，並保持
聯絡；
— 避免在晚上或黑夜進行檢查；
— 根據檢查項目清單內容進行檢查；

— 應特別注意高風險的設施，如使
用風煤樽、化學品、重型機械
等；
—留意天氣報告，不應在惡劣天
氣下返回工作間；
—在惡劣天氣過後，如有需要，
應返回工作地點進行視察；
—如有輕微不安全的地方，可即
時處理及作出改善，並記錄在
檢查清單上；及
—如情況嚴重，例如有氣體洩漏
等，應將情況報告緊急應變小
組後作出緊急應變行動。

假期後

   從 安 全 角 度 來 說 ， 假 期 結 束
後，返回工作崗位的第一天是最危
險的。因為工作地點經過一段時間
後，工作環境可能會有所改變，如
空氣缺乏流通而令空氣質素改變；
或存放化學品的地方有化學品洩漏
及積聚。員工經過一段時間休息後
返回工作崗位，未必能立刻適應工
作節奏，安全警覺性亦會減低。因
此，人為因素而導致意外的機會亦
會增加。僱主與僱員應預先制訂假
期後的職安健安排，規劃重點應包
括以下幾方面：

假期後開工前安全檢查

   員工返回工作崗位前應進行安
全檢查，確保工作間安全，方可恢
復工作。檢查工作應由各單位負責
人及工作人員分擔，個別負責人應
把檢查重點集中在高危地方，而員
工則必須根據安全工作指引或守則
詳細檢查自己崗位的設備、工具、
物料等。僱主應給予足夠時間讓有

關人士進行檢查，並鼓勵員工報告
任何危險狀況或特別改動，以便進
行改善，並跟進報告有關調查及檢
討。員工應確保所有設備完善及在
安全情況下才開始工作。如工作地
點 是 戶 外 ， 檢 查 項 目 應 包 括 戶外
環 境 的 損 壞 ， 特 別 是 颱 風 過 後或
暴雨後。

安全座談會

   除開工前的安全檢查外，僱主
可考慮在進行危險工序前，如使用
風媒、高空工作或密閉空間工作
等，舉行簡短的座談會，重申工作
重點及安全事項，提高員工們的安
全意識。

按程序解除上鎖掛牌系統

   如機械設備或電器裝置在假期
前進行了上鎖掛牌程序，恢復工作
前應按程序解除上鎖掛牌系統。

監督管理

   管 理 人 員 需 加 強 監 督 員 工工
作，特別是針對一些高風險工序或
一些非熟練員工。

結語

   假期前後作好周詳的職安健安
排，可有效避免或減少意外，僱主
和僱員便可安心享受假期，假後復
工亦能開工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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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船工作安全

吊船工作安全

吊船是指懸吊於建築物的工作台，並設有起重裝
置來控制它的升降。吊船在香港的應用十分普
遍，例如清潔窗戶或為建築物外牆進行裝修或翻
新工程，工程人員可使用吊船來進行相關工作。
然而，使用吊船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包括人體
從高處墮下、高空墮物或因惡劣天氣所導致的意
外等等，因此吊船操作員及工作人員在使用吊船
時，必須要注意操作安全，並採取合適的預防措
施以降低發生意外的風險。

吊船的常見意外
根據過往所發生的吊船事故，常見的意外包括：
人體從高處墮下—倘若吊船的支撐裝置或鋼纜出
現問題，吊船便不能保持平衡，甚至有可能從高
處墮下。另外，安全的吊船進出途徑亦是減少發
生墮下意外的重要關鍵，如果作業人員須從高處
進出吊船，卻沒有安排安全的進出途徑，或沒有
把安全帶持續繫於適當和穩固的防墮裝置之上，
便會大大增加工人墮下的風險。同時，工人如把
自己的肢體過分伸出工作平台範圍，亦有可能因
為失去重心而跌出平台外。
惡劣天氣的危害

於惡劣天氣使用吊船引致工人受傷—
於惡劣天氣例如強風情況下，吊船可
能被吹至搖晃不定，甚至令吊船與建
築物外牆或伸出的結構（如簷篷等）
相撞，導致工人受傷；另外，香港夏
天的天氣比較潮濕和悶熱，吊船上的
工人亦可能會因此中暑。
火警—當工人需要在吊船上使用油
漆、天拿水等易燃物品時，一旦發生
火警，工人往往不能即時逃生。
高空墮物—使用吊船時往往需要停留
在高空，若有工具或物件從吊船上意
外跌落地面，將有機會擊傷吊船下方
附近範圍的人。
火警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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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吊船的設計及構造

a
W
(總負荷)

   錨定及支撐裝置—吊船必須要有足夠及穩固的支

b

撐，其構造必須穩固良好，用作錨定天台軌道上的螺
栓直徑最短為 16 毫米。同時應該定期為固定或錨定

(總負荷)
W

b

吊臂架結構

吊船的組件，支撐吊船的構築物（如吊臂╱伸縮臂、
吊臂架、單軌、外伸支架、護牆鉗）作徹底檢驗，以
確定它們的位置正確，鎖緊及沒有裂痕、銹蝕、過度
磨損、移位或變形現象。

單軌
a

錨定於
樁柱等
W (總負荷)

穩定性按下列程式計算：

R1 x b
Wxa

b

≥

3
護牆鉗

吊船固定裝置的防止傾覆安全係數最少為3

懸吊—吊船的兩邊必須分別連接兩條獨立的鋼纜，其
中一條與爬升器連接，而另一條則必須要與防墮裝置
連接，以防止吊船因鋼纜或爬升器出現狀況而下墮。
同時，鋼纜必須是未經接駁或修理的一整條鋼纜，而
且所有鋼纜、起重裝置的鐵鏈、鐵環都須經合資格檢
驗員進行測試和取得合格證書。懸吊纜索和安全纜索
及其終端，應該以優質物料製造，以及確保無明顯欠
妥之處，當發現纜索出現磨損、扭曲、扭結、纜股斷
裂或腐蝕跡象時，便不應使用 。

工作平台—吊船需要使用優質的物料製造，並使用
夾板、木板或金屬板鋪密，任何空隙不應超過 6 毫米
寬。吊船的寬度不可少於 440 毫米，工作台應具防滑
性質。同時，吊船須裝有高出工作平台面不少於 200
毫米的底護板，及高出工作平台面介乎 900 至 1,150
毫米高的護欄，而底護板與在其上的最底護欄的空隙
不可超過 700 毫米。每部吊船的工作平台上需設有
清晰易讀的識別標記，以及標明該吊船的安全操作負
荷、每次可載的最高人數。吊船亦須要張貼中英文告
示，提醒員工每日開工前須檢查所有纜索以及吊船上
的人員須佩戴安全帶；安全帶須繫於獨立救生繩上或
穩固的繫穩物之上。

常見的纜索損毀情況

電氣構件—所有電氣部件應加上適當的保護套，避免遭受人為、天氣或受環境影響而導致損毀。吊船的電源要配
備適當的防過載短路裝置和接地故障電力防護裝置，同時，所有電氣設備應有足夠的機械強度及保護，以免在工
作環境中遭遇機械損毀或有水進入。電纜連接吊船或電制板的部分，應為防水式或更高標準，以防止水份或濕氣
接觸電纜，同時確保戶外電氣設備的外殼密封程度，其進入保護（IP）系數不少於 54。

工作人員資歷
   吊船操作員以及在吊船上工作的人員必須至少年滿 18 歲，並且已接受由勞工處認可的訓練課程，例如建造業
議會的吊船工作人員證書課程，或吊船製造商所提供的訓練，並取得有關訓練的證明書。

吊船安全措施
安全裝置

防止下墮

•吊船須設有安全的進出途徑，以便工人或相關人士
進出吊船的工作平台或其他需作定期檢查或維修的
位置。

• 吊船上的人員必須配備合乎標
準的全身式安全帶，每條安全
帶必須繫於一條獨立救生繩或
繫穩物上。
• 當吊船作業人士使用安全帶時，
須注意不可將安全帶繫於吊船
上，否則吊船一旦意外地從高處
下墮，會導致作業人士一同下
墮，造成嚴重人命傷亡。

•吊船應有足夠的安排，例如使用防止傾側裝置，防
止工作平台過度傾斜、傾側搖擺，工作平台的最高
傾斜度應少於25%，並將平台穩固以防止其在使用
時作過度的橫向移動。
•吊船亦應設有手動下降設施在緊急情況時使用。

於爬升器上的手動
下降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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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船的架設、
拆卸和更改

錯誤扣掛安全帶

• 架設和拆卸吊船的任
何部分應由合資格的
人或在其監督下，根
據製造商的裝嵌手冊
來進行。
• 更改吊船原設計的任
何結構只可由合資格
的人，根據專業工程
師的意見來進行。

其他安全措施
• 在吊船操作期間，吊船下的地面位置應適當地圍封
或架起防護篷，減低一旦發生高空墮物時，行人被
擊傷的機會。
• 吊船作業須因應不同的工作項目，採取適當的安全
措施，例如在吊船上嚴禁吸煙，亦不可進行焊接等
明火工序，還需要備有合適類型的滅火筒，甚至對
講機，以便進行即時的求救和支援。
• 作業人員亦要時常留意天氣的轉變，在適當的天氣
下才使用吊船工作。
吊船規例簡介、工作守則及檢查檢驗和測試吊船指引
1

• 在架設和拆卸的程序中，應確保不會有不穩定的
情況出現。如需移動臨時吊船到另一個位置，使
用者應該指示一合資格的人進行，該合資格的人
最好為原先的架設者。
• 在拆卸時，應該注意物料和構件的處置問題。不
該把構件扔落地面，而應該以人手把構件逐一放
下，或用吊重輪或其他合適的方法把構件放下。

2

3

網址：1 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A/SWPreg.pdf
2 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B/platform.pdf
3 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C/SWP.pdf

吊船的檢查及檢驗
執行時間

須進行的程序

執行人士

紀錄

每次使用前以及緊接使用前 7 天內

檢查

合資格的人

表格1

緊接使用前的 6 個月內

徹底檢驗

合資格檢驗員

表格2

使用前的 12 個月內，以及在重大修理、調較與支
撐或錨定有關的構件、重新架設、失靈或倒塌、
暴露於可能影響吊船穩定性的天氣情況後

負荷測試及徹底檢驗

合資格檢驗員

表格3

總結
   吊船作業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包括人體
從高處墮下以及高空墮物等，吊船擁有人及工
作人員可參考由勞工處出版的吊船規例簡介、
工作守則及檢查檢驗和測試指引等，並採取合
適的預防措施來減低發生意外的風險。另外，
職業安全健康局為負責監督吊船工作的管工及
管理人員推出吊船工作安全概略（管理階層）
課程，透過講解進行有關工作時須評估的風
險、應採取的安全措施和緊急應變的準備，以
及意外個案分析，使相關人士能認識進行吊船
工作的安全要點，以便能有效地制定相應的安
全工作指引及進行合適的監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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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船檢查

「指差呼稱」在地盤操作移動機械時的應用

埋碼正確，OK！

WORK
SAFE

指 差呼稱

在 地盤操作
物 料移動機械
時 的應用

   進行建築工程時，需要於地盤內搬運物料，甚
至利用不同種類的物料移動機械協助搬運工作，常
見的包括有挖泥機、叉式剷車、壓土機（火轆）、
貨車及小型／裝載搬土機（貓仔）等。大型基建
更需要運用推土機、傾卸車及各式物料移動式起重
機。現時香港法例對建築地盤中的物料移動機械都
有完善監管，明確要求物料移動機械安裝不同功能
之安全裝置，以減低物料移動機械運作時發生意外
的機會。
   根據勞工處工業意外統計數字，2015 年建造業
發生了35 宗工人被物料移動中車輛撞倒的意外。這
些意外當中大部份都與人為因素有關。例如在 2013
年 9 月就發生了一宗致命意外：一名工人於元朗工
作時，遭一輛正進行機械式清除隧道牆身表面鬆石
的挖土機撞斃；2012 年 11 月，一名女工在啟德一
個建築地盤內遭一輛移動中的挖土機撞倒後傷重死
亡。這些意外的成因多數是沒有依照正確之操作及檢
查程序所引致，或因安全裝置失效而導致意外發生。
   為了減低人為失誤的影響，應該於操作物料移
動機械過程中加入「指差呼稱」方法，協助操作員
及與工作有關人士確認工作時的安全情況，更可提

高工友的安全警覺性，對減少意外發生起到關鍵作
用。「指差呼稱」是一種提高精神狀態和注意力的方
法，目的是加強員工的警覺性及提高行動準確性。
   「指差」是指用手指指示，「呼稱」是高呼口
號。「指差呼稱」是一種透過身體各項感官並用協
調，包括視覺、聽覺、大腦意識、身體動作及口誦以
提高精神狀態和注意力的職業安全方法：
．眼：堅定注視要確認的目標；
．口：高聲及清楚地讀出口號以作確認；
．耳：聆聽確認的口號；
．手臂及手指：伸展手臂，並用食指指向目標；
．手指：先以食指直指向目標對象，然後把手收起至
耳朵旁，思考確認無誤，再指向目標對象，同時眼
睛亦注視著目標對象並高聲確認，能提升大腦的意
識水準，再以宏亮的聲音呼喚，從而提高工作時的
警覺性。

將「指差呼稱」加入安全施工程序
   操作物料移動機械的常見意外成因多與人為失誤
有關，包括：
— 與移動中的機械發生碰撞；
— 未能發現機件及安全裝置已經失效；
— 被夾於機身與固定物之間；
— 機械翻倒；
— 超載或不正確使用；及
— 離開機械前沒有啟動相關安全措施。
   現今很多工地已經實行安全施工程序，將安全行
為及程序化為工作習慣。加入「指差呼稱」更能加強
覆核安全施工程序上各個環節，確保安全施工程序上
能依照計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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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在地盤操作移動機械時的應用

危害識別活動
   確保已與負責操作機械人士妥善商討相關工作之危
害，利用「指差呼稱」令工友更關注安全措施。

開工前檢查
   操作員及前線管理人員於啟動機械前，可進行「指
差呼稱」，覆核各項安全措施是否已妥善安排。包括：
•確保機械的表面狀況正常；

「車輛燈號正常，OK！」

安全巡查及施工時指導監督
   前線管理人員可以觀察前線工友利用眼、手、口
配合，覆核施工步驟是否依照安全操作程序進行，確
保所有安全措施已妥善執行：
•機械操作範圍已妥善圍封，沒有死角位置；

「倒後鏡清晰，OK！ 」
• 所有參與工作的工友已獲得認可證書，並已妥善填
寫訓練及機械法定表，前線管理人員更需核對有關
證書表格；

「操作員證書有效，OK！法定檢查表格簽
發，OK！」
•安全裝置正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機械轉動範圍已圍封，OK！」
•於機械移動時安排人員協助；

「後視裝置畫面清晰，OK！吊重顯示系統正
常，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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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揮員協助，OK！」

「指差呼稱」在地盤操作移動機械時的應用

•使用合適機械，所有工作依照安全計劃書進行；

「負重顯示綠燈亮著，OK！」

收工前檢查
   於完成工作後及離開機械前，確保所有機械
設備已經關上，已執行所有安全措施並已清徐潛
在危害。

「車匙已經拔走，OK！」

要有效地推行「指差呼稱」應注意下列
事項：
   要得到各工作層面的支持、參與及帶領，增加互
相之間的推動力。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現實情況是
不可能於每個步驟都加入「指差呼稱」，工友們有可
能覺得麻煩而產生抗拒，以致弄巧成拙，結果浪費工
友的時間及減低其參與意欲。因此，於工作中設計
「指差呼稱」時，應該詳細分析移動機械工序的步
驟，為高風險及工作安全的關鍵程序或步驟設計「指
差呼稱」程序，以確保能安全進行高危工作，預防因
人為失誤而發生意外。

「手掣已拉好，OK！」

「已轉至空波，OK！」

   另外亦應諮詢前線同事意見，制定「呼稱」口號
時要精簡，只需能夠清楚表達所要確認的內容，加強
「指差呼稱」程序的實用性。其實單單妥善設計「指
差呼稱」動作及口號並不足夠，還需要為各相關人員
安排足夠訓練，以確保他們對「指差呼稱」實務擁有
充足知識，並了解於何時正確使用。而前線管工亦需
要提供適當實地指導，以確保「指差呼稱」步驟能正
確及有效地運用。
   為確保「指差呼稱」能有效地於工地內實行，管
理層可透過「工作安全行為計劃」（WSB）取得實際
數據，用作分析「指差呼稱」成效及實施時所面對之
困難，可藉此制定改善方案。「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可有效加強並鞏固實行「指差呼稱」，對培養機構的
安全文化極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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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開生面的健康推廣站

別開生面的
健康推廣站

你有否想過，工作其實是健康和能力的表現？一個健康的人思路會比較
清晰，做事積極向上，工作效率自然高；相反，如果健康欠佳，不但容
易感到疲倦，而且生產效率會相應降低，工作堆積如山，感覺彷彿永
遠也做不完。因此，擁有工作成就不等於要犧牲健康，健康才是生活之
本、工作之源。今期「綠十字」將由健康出發，介紹本局的「全方位健
康推廣站」。

廣站

全方位健康推

體重指數 (BMI)

   「全方位健康推廣站」設於青衣職安健學院，內設
多項健康檢查設備，透過簡單快捷的檢測，參加者可
即時瞭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從而規劃適合自己的健康
生活模式。
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主要包括六個基本健康指標：體重指數、
血壓、肺功能、手握力、背肌力及柔韌性。

過輕
亞洲體重
指數

過重

<18.5 18.5-22.9 23-24.9

體重指數 (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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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 (公斤)
身高 (米)

身高 (米)

肥胖

>25

一、體重指數

   體重指數（BMI, Body Mass Index）是量度過重和
肥胖程度的其中一種方法，計算方法是將體重（以公斤
為單位）除以身高（以米為單位）的平方：公斤／米 2
。以本港成年人為例，體重指數低於 18.5 即代表過輕；
在 18.5 至 22.9 之間為標準；達 23.0 至 24.9 即屬超重，
而體重指數達 25.0 或以上即屬肥胖。肥胖會增加患上慢
性疾病的機會，包括高血壓、心臟病、高膽固醇、糖尿
病、腦血管病、膽囊病、骨關節炎及睡眠窒息症等。

測試安排
   整套測試費用全免，需時約
20 分鐘，方便快捷。測試完畢
後，職安局顧問會為參加者提供相
關的健康資訊。
   健康推廣站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 30 分
至下午 5 時 30 分，地點為新界青衣涌美路 62 號職安健學
院，歡迎公眾人士參與。（查詢電話：3106 5710）
二、血壓

   血壓是血液對血管壁所產生的壓力，一般有兩種統
計數值：「收縮壓」（或稱「上壓」）和「舒張壓」（或稱
「下壓」）。「收縮壓」是指心臟收縮時加諸血管壁的壓力；
而「舒張壓」是指心臟放鬆時血管壁所承受的壓力。量度血壓一
般以毫米水銀柱（mmHg）為單位。人體的血壓會隨著運動、情緒、
姿勢、身體狀況、溫度、飲食或服食藥物等而改變。一般正常血壓值為
120/80 mmHg，如果收縮壓持續位於甚至高於 140 mmHg或舒張壓持續位於
或高於 90 mmHg，便可能是高血壓。高血壓患者罹患中風、心臟病、腎病、周
邊血管病變及動脈瘤等的風險較高。對打工仔一族而言，高血壓是常見的疾病，由
於大部份患者沒有明顯病徵，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忽略血壓過高的問題，直至量度血壓
時才察覺患病，因此建議打工仔定期量度血壓，以採取及時的措施。
三、肺功能

   肺部是人體呼吸的樞紐，若出現問題對人體健康影響很大。因此，檢測肺部功
能至關重要。通過檢測肺功能，可瞭解肺部和呼吸道的健康狀況。常見的的肺
功能檢測項目，包括肺容量和空氣在呼出和吸入時的速率，可評估到與呼
吸系統有關的疾病，例如哮喘病、肺纖維化及慢性氣管阻塞等。如出現
異常情況（如肺容量欠佳或呼吸速率不正常），就可能是呼吸系統毛病
的警號。打工仔如有吸煙習慣或經常接觸二手煙、塵埃或者有氣喘、氣
促、久咳等徵狀，更應接受肺功能測試。
四、手握力、背肌力、柔韌性

   手握力測試可以量度前臂肌肉力量，反映前臂及手部肌肉的抓握能
力。背肌力測試主要反映背部肌肉的力量，而柔韌性測試則可量度身體
關節的靈活度，可反映關節或一連串關節的活動範圍。力量和柔韌性是
人體運動的基礎，與健康狀況息息相關，是評價個人體質的重要指標。
保持良好的肌肉力量和柔韌性，有助減低受傷機會。

預防勝於治療，時刻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問題所在，
有助採取迅速及適當的改善或治療措施。只有打好健康
基石，才能提升生活和工作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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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第十五屆香港職業安 全 健 康 大 獎

分享會暨頒獎典 禮

15th 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WARD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憑著創意十足及生鬼的演繹，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代表奪得「第
十五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最佳演繹人員」金獎。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won the “Best Performer” Gold Award with their
creative and vivid performance.

海關帶同好拍檔緝毒犬們一同參與分享會宣揚職安健。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presenting their OSH practice together with
their canine officer, Detector Dog.

   第十五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分享
會暨頒獎典禮」已於 9 月 5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由 32 間入圍機構分享實踐職安健
心得，並表揚在職安健有傑出表現的機構及
員工。今年共接獲145 間機構共363 個參賽項
目，競逐 9 個比賽項目，參賽機構來自各行各
業包括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建築公司及物業
管理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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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15th Hong Kong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ward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5 September 2016 to recognize organization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OSH. The 32 finalists shared
their OSH practices in the forum. A total of 363 entries
from 145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ublic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were received to compete for 9 categories of awards.

安全管理制度大獎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ward -Construction
   今 年 的 「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大 獎 －建 造 業 組
別」有兩間機構榮獲金獎。俊和地基工程有限
公司透過安全問卷調查和落實安全管理系統，
過去一年內機構沒有發生過危險事故和職業病
的記錄。另一個金獎機構為瑞安建業有限公
司，機構的安全管理加入地盤整潔、工人行為
修養及企業社會責任等元素，令整個安全管理
制度更能切合工地的實際情況。
   「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大 獎 －其 他 行 業 組 別 」
金獎由仁安醫院奪得。仁安醫院積極推行不
同的風險管理措施，包括危險情況視察及風
險評估、緊急事故應變計劃、新入職員工職
安健訓練日，從而提高員工的職安健意識及
減低意外數字。

   There were 2 Gold Award winners for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ward - Construction”. Chun Wo
Foundations Ltd achieved a record of zero reportable
dangerous incident and notifiable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a year through conducting Safety Culture Survey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other winner, SOCAM Development Ltd, introduced
more elements into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to pursu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ncompassing housekeeping,
workers’ behavior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part
of the effort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site safety culture.
   Union Hospital w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ward - Other Industries” Gold Award. The hospital has put
in place a string of voluntary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the safety walk rounds and risk assessment,
emergency contingency plan, OSH orientation day for new
staff as well as a wide variety of awareness and promotion
campaigns on OSH to enhance the OSH awareness among
staff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宣傳推廣大獎及安全文化大獎
Safety Promotion Award and Safety
Culture Award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同時獲得「宣傳推廣大獎」及
「安全文化大獎」的金獎。於宣傳推廣方面，港燈以
「安全至醒學堂」為主題，推出新版「健康及安全指
南」、成立「安全資源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職安健資
訊、舉辦健康講座及安全專家研討會等，從而強化員
工的安全知識。於安全文化方面，港燈推動六大層面
的職安健文化，包括告知、報告、學習、風險意識及
策劃、公平及關愛和分享文化，與員工、業界及海外
合作夥伴攜手提升機構的職安健水平。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 Ltd won two Gold Awards under
“Safety Promotion Award” and “Safety Culture Award”. The company
introduced their “Smart OSH Learning” safety promotion programme
featuring several key initiatives, which included revision of the Health
& Safety Guidebook, setting up a Safety Resources Centre to provide
centralized repository on OSH information; organizing safety and health
seminar and conference to enhance employees’ safety knowledge.
The Hong Kong Electric promote OSH culture through 6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 informing, reporting, learning, risk awareness, being
justice and caring as well as shar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standard of managemen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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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安全改善項目大獎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Award
   「安全改善項目大獎」金獎
由中華電力有限公的「財務及輔
務部－全方位尾板安全大提升」
奪得。中電透過改善尾板車的感
應器以預防被夾傷的事故發生、
制定系統性安全要求指引、規範
化設備及訓練、與承判商、業界
及相關政府部門交流，以加強保
障員工於操作尾板車時的安全。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Finance &
Business Support Department – Upgrade
Tail-lift Safety in all Domains) won
the “Safety Enhancement Program”
Gold Award.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operating tail-lift, CLP Power suggested
installing active protection devices for
safety, formulating systematic safety
requirements guidelines, standardizing
equipment and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enhancement with contractors, industry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香港保險業聯會
職安健大獎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Award
   「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職 安 健 大
獎」金獎由醫院管理局港島東醫院
聯網「一站式跨專業團隊職業健康
服務」奪得。由專業醫療團隊為受
傷員工提供的一站式服務，有助增
加治療效率，並設有多項先進復康
設備，為不同傷患者提供治療。根
據機構調查顯示，參與此計劃者在
首 6 個月內有 90% 能重返原來的工
作崗位，成效顯著。

   The Hong Kong East Cluster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One-stop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
won the Gold Award under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OSH”. The program provided one-stop
servic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reatment
efficiency, cross-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throughout the process.
90% of injury-on-duty workers were able to
return to work within 6 months, testifying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分享會當日專人示範大笑瑜伽時，全場人士一呼百應。
Participants shared lots of joyful while practicing the Laugher Yoga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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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行為大獎
Work Safe Behaviour
Award
   「工作安全行為大獎」金獎分
別由協興工程有限公司及瑞安承建
有限公司奪得。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的房屋署天水圍橋昌路工地及大嶼
山銀礦灣路東及銀礦灣路西工地
(合約編號：20150042)推出「工
作安全行為觀察計劃」，協助員工
了解及執行公司的職安健政策和措
施，團隊並會檢討計劃結果，適時
優化有關措施，進一步提升工地安
全文化。另一金獎得主瑞安承建開
展「工人安全行為修養調查」，根
據個人安全態度、工作安全行為、
組織安全管理三方面，了解工人產
生不安全行為的誘因，從而制定改
善方案。

   There were 2 Gold Award winners
under the “Work Safe Behaviour Award”.
Hip Hing Engineering Co., Ltd (Construction
of HOS at Kiu Cheong Road and Ngan
Kwong Wan Road East and West (Contract
no. 20150042) - Antecedent, Behaviour
and Consequence) introduced the “Work
Safety Behaviour Program” to help their
frontline workers to build up safety awareness
and develop appropriate behaviours. The
program also helped Hip Hing’s project team
to optimize their safety measures based on
workers’ actu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ir working habits. Another winner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td (Safety Ambassador
Promoting Work Safe Behaviour) conducted
a “Behaviour Based Safety” research based
on three aspects - personal safety attitude,
job safety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to formulate a long-term
strategy on work safety.

指差呼稱大獎
Pointing and Calling Award

   「指差呼稱大獎」金獎由香港中華煤氣有
限公司－新能源業務(易高－香港石油加汽站
業務)－實行指差呼稱加強石油氣加氣站的安
全水平」奪得。易高石油氣加油站主要負責
石油氣卸載及加氣服務，經常面對火災及爆
炸的危害和風險，而以上兩項工序全靠人手
操作，因此中華煤氣為易高特意為有關工序
制定手指確認程序，以減少人為失誤而引起
的嚴重事故。

   The Hong Kong & China Gas Co., Ltd - New Energy
Business (ECO-Vehicular Fuel) (Pointing and Calling to
Enhance Safety Standard at LPG Filling Stations) won
the “Pointing and Calling” Gold Award. The main tasks
in ECO LPG filling stations are unloading of LPG and
LPG filling, its major hazards are fire and explosion, and
human error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incidents.
In view of this, a tailor-made pointing and confirming
program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for ECO LPG filling
stations to minimize the occurrence of incidents caused
by human errors .

最佳演繹獎
Best Performance
   奪得「最佳演繹獎」金獎的港基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同時也獲得「最佳視覺效果獎」金
獎、「最佳劇本/內容獎」銀獎及包辦「最佳
演繹人員獎」銀及銅獎。港基的趣劇主角「港
女」及「師奶主任」生動演繹日常辦公室工作
的職安健實況，令台下觀眾深感共鳴，獲獎甚
豐是實至名歸。

   Winner of the “Best Performance” Gold Award,
Citybase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also won the “Best
Visual Effects” Gold Award, the “Best Screenplay/ Best
Content” Silver Award and also the “Best Performer”
Silver and Bronze Awards. Citybase’s play demonstrated
OSH scenarios familiar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a highly
entertaining drama featuring two leading characters, “Hong
Kong Girl” and “Housewife Office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troke a chord with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and made the company one of the most well-deserved
awardees of the event.

如欲查閱得獎名單及活動場刊，以了解
更多入圍機構的職安健心得。可瀏覽

Please visit below link for Awardees List and
Forum Proceeding:
得獎名單：http://bit.ly/2dD6eVr
活動場刊：http://bit.ly/2dIhtJl

得獎名單
Awardees List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太平紳士聯同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先生，太平紳士及
職業安全健康局主席黃天祥工程師，BBS，太平紳士與各金獎得獎機構拍照留念。
The Gold Award winners take group photo with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Mr. Donald Tong Chi-keung, JP,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Ir. Conrad Wong Tin-cheung,
BBS, JP, Chairma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活動場刊
Forum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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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情@健康工作間

要做到生活與工作平衡，寓工作於娛樂固然重要；而改善工作間的環境，打造快樂和健康的工作間更加重
要。職業安全健康局與衞生署開展「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透過一系列活動，提倡健康飲食，體能活
動及心理健康三大領域，讓僱主及僱員一同
攜手創造健康及愉快的工作環境。

主禮嘉賓與各參加機構代表拍照留念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已於今年 8 月展開，參與
企業超過 300 間，惠及超過 22 萬僱員，當中不乏為人熟悉
的企業，它們多年來一直關注員工的工作安全及健康。以香
港賽馬會為例，早於 1999 年已經推出關注員工工作環
境與情緒的計劃，希望透過活動，為員工減輕工作
及生活壓力。香港賽馬會人力資源經理吳樹煒先
生(Peter)於10月3日的啟動禮暨簽署儀式上分
享道，香港賽馬會聘用的全職及兼職員工人數
達 26,000 人，Peter說其公司是香港社會的縮
影，而這個「小社區」的員工執行各種不同
的工作，面對的工作安全及健康風險亦各
有不同。對職業健康的推廣工作需求亦非
常大。「我們一直十分關注員工的工作環
境，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靜觀、推廣慢食
主義、一同進行mindful walking (以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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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機構代表開心出席啟動禮暨約章簽式。

調節身心)、推行「 fit Friday 行樓梯日」
及於 Happy Friday 提供小食等，希望幫助
員工減壓之餘更教導他們掌握減壓的方
法，建立健康心理。」香港賽馬會參與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繼續為員
工營造快樂健康工作間，保障員工的身心
安健。
   另 外 ， 美 國 輝 瑞 科 研 製 藥 有 限 公 司
亦大力支持及參與本計劃，公共事務、
傳訊及市場總監葉佩詩小姐(Geraldine)
分 享 了 輝 瑞 的 「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管 理 之
道。Geraldine：
「從管理的角度看，防止員
工壓力指數超標遠比出事後才補救有效，
而壓力可說是星星之火，卻可燎原。」沒
錯，工作環境不但影響員工的健康，更會
降低他們對工作的投入感和對公司的歸屬
感，以及企業的生產力，這正是輝瑞十分
關注的問題。「工作環境可影響員工的身心
健康，因此我們為不同部門的員工提供計
劃，例如我們會為需要外出見客人的員工
提供飲食小貼士，於外出午膳時儘量做到
健康飲食；亦為員工提供智能運動手帶，
時刻提醒他們體能活動的重要性，鼓勵他
們多做運動。」就去年統計，公司每位員
工平均比上一年減少一日病假，而全公司
的醫療支出亦減少了 10％，顯示有關措施
有一定成效。

   香港社會發展蓬勃，每年都有很多樓
宇落成。物業管理行業越來越重要，業界
工作環境的安全及健康亦備受關注。富城
集團高級集團經理－人力資本鄭安淇小姐
（Janna）於儀式上與我們分享其公司的
員工壓力管理之道。「Happy staff 帶來
happy customers，公司深信有健康和生產
力高的員工，才是公司成功的關鍵。」富城
集團以行動證明，早前在衞生署協助下，成
立「健康委員會」，計劃每年舉辦健康活動
並鼓勵各員工參與，例如舉辦「健康推廣
日」及「體能活動與健康」講座，以及引進
健康設施以便員工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同
時亦於茶水間提供新鮮檸檬及低糖飲品等。
「這些活動除了能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之
外，亦能增加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而在實
質數據上，去年在推行這些活動後，員工的
病假率減少 2.8%，希望未來透過衞生署與
職安局開展的『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
劃，再進一步提升成效。」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除了啟
動禮暨約章簽署儀式外，更設有不同的免
費到會式「健工．樂員」健康工作坊，提
升大家對工作間健康知識的認知；參與機
構亦可選擇借用「健工．樂員」健康檢查
套裝一星期，幫助機構靈活安排員工參與。
詳情可瀏覽
http://www.joyfulhealthyworkplace.hk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網頁

主禮嘉賓與我們分享「好心情」。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為參與機構提供到
會式「健工．樂員」健康工作坊，包括「心理健
康」工作坊、「體格檢測及體能活動」工作坊及
「健康飲食及體能活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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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 知多少

從 1993 年開始舉辦的「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今年已經來到第 24 屆，12 隊來自
學生組、工會 ／團體組及企業機構組的隊伍，於總決賽分別競逐各項殊榮。大會更邀請
多位名人參加壓軸的名人邀請賽，氣氛熱鬧。
   今年「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的參加隊伍共有 281 支來自不同企
業、工會團體及學校參加。經過七
月份的遴選賽後，12 支最強隊伍進
入 9 月 18 日於香港電台舉 行 的 總
決賽，分別競逐「教育局盃」、「
職業安全健康局盾」、「職業安全健
康局碟」及「職業安全健康局盃」
的冠、亞，季軍。首先經過必答題
環節及兩輪緊張的搶答題環節後，
最終由聖言 D 隊以 365 分勝出，奪
得「教育局盃」冠軍。
   接著是工會組競賽，包括由昂
坪 360 有限公司的昂坪 360 安全先
鋒（安全第一）隊、職安健大使－亦
師亦友隊及職安健大使—紅摩理隊
競逐「職業安全健康局盾」。最終
職安健大使—紅摩理隊以 25 分之
差，憑總分 375 險勝昂坪 360 安全
先鋒（安全第一）隊，奪得「職業安
全健康局盾」冠軍。

藝人王喜示範安
全帽的正確佩戴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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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聖言中學的聖言 D 隊、
聖言 I 隊及迦密柏雨中學的
Potatoes Avengers 角逐
「教育局盃」冠、亞，季軍。

   而 來 到 「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碟
賽」，就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建
設關愛隊、機電工程署安全隊及香
港電燈有限公司—發電科 B 隊角逐
殊榮。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發電科
B 隊以快而準的方式在搶答環節取
得壓倒性的進帳，最終以 510 分取
得冠軍殊榮。

限公司—袋袋平安隊以壓倒性的優
勢，最終以 490 分取得冠軍，而港
燈安全至上隊及中電 Fantastic 5 就
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香港電燈有
限公司—袋袋平安隊賽後表示作為
企業代表，更需要注重職安健，希
望未來可以繼續參與更多有關職安
健的活動。

   最後一場企業組別比賽「職業
安全健康局盃」可謂緊張刺激，
三支隊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安
全至上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Fantastic 5 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袋袋平安隊在必答題環節分數不分
上下，來到搶答環節，香港電燈有

   來到壓軸環節，大會邀得蔣志光、
鄭敬基、王喜、王梓軒、李逸朗及
應 昌 佑 參 與 名 人 邀 請 賽 ，他們分
為三組並邀請在場隊伍一同參與比
賽，比賽期間不忘與觀眾分享各種
職安健知識及健康心得。

職安健星級企業 — 回收再造業職安健提升先導計劃

回收 有 星 職 安 提 升 安 全 認 證 信 心 保 證
先導計劃包含四個主要項目：
1. 5S良好工作場所整理及風險評估的顧問服務
2. 免費職安健訓練課程及提供培訓津貼
3. 個人防護裝備及安全裝置資助
4. 僱員補償保險優惠

啟動禮得到業界人士的支持和參與。

   參加啟動禮的梁女士，在一間廢紙及塑膠回收企
業任職安全主任，她表示極有興趣申請參與先導計
劃，深信計劃能為回收業界的職安健提升帶來正面作
用。梁女士認為先導計劃的培訓內容及資助金額切合
業界實際需要，能夠有效協助企業提升員工職安健的
文化，尤其是為機械的危險部份安裝有效護罩一項，
對預防意外至為重要。

   回收再造業的工作意外時有發生，為保障回收業
從業員的工作安全及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職業安
全健康局透過回收基金資助，展開為期 3 年的職安健
提升先導計劃，先導計劃已於 2016 年 9 月 12 日正式
推出。
   職安局為本港回收再造業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進
行調查，報告反映回收業的職業意外率偏高，主要原
因是部份回收業公司之工作場地管理不善、從業員職
安健意識及知識不足、企業沒有提供足夠個人防護裝
備及為機器安裝有效護罩等。報告進一步指出，「被
回收物料割傷」、「被手工具所傷」及「滑倒、絆倒
或在同一高度跌倒」是業內員工最常遇到的工傷意
外。回收場空間普遍狹窄且雜物多，從業員腳部很容
受到物件下墮壓傷、硬物刺傷，但只有約 50% 的受訪
公司有為員工提供安全鞋，安全裝備明顯不足。
   因此，職安局期望透過先導計劃為業內提供安全
培訓、安全設備、及安全系統審核等的支援，以改善
業界的職安健表現。為了加強效果，計劃同時亦透過
經濟誘因，為取得安全認可資格的企業提供保費優惠
以吸引中小型企業參與。

先導計劃反應踴躍，獲業界即場登記

職安健星級企業—
回收再造業職安健提升先導計劃
詳情請參閱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
OSHSTAR_recycl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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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職安健職業司機 Keep -Fit Party 2016 遠足活動

   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同香港電台舉辦了一系列職業司機健康推廣活動，包括
於電台節目「開心日報」播放「職業司機健康小貼士」，鼓勵職業司機多運
動，以達致強身健體的效果。於 10 月 16 日在荃錦自然教育徑舉行「職安健
職業司機 Keep Fit Party」2016 遠足活動更是其中一個重點項目，當日約有二
百多名職業司機及其親友在國際認可大笑瑜伽導師呂慧妍帶領下齊做練習，簡
單介紹大笑瑜伽減壓法，並推廣大笑的生活態度及習慣，藉此提醒司機多做運
動，舒展筋骨，避免勞損，同時有助舒緩工作壓力。
   的士司機區先生入行超過 20 年，當日與一家大小參與是次遠足活動，他
表示不少同行患有「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令他不能不正視職
業健康的重要性。區先生先由改善生活習慣做起，每星期最少做三次運動，每
次最少持續半小時，近年更愛上行山遠足；至於飲食方面則奉行多菜少肉。區
先生更分享休息時間做運動，在等候乘客時，會利用空檔時間透過抹車動作來
舒展筋骨。
   另一位陳先生是一名小巴司機，他認為職業司機每天需要面對人多車多的
路面狀況，工時長、壓力大，加上駕駛室環境狹窄，長期缺乏伸展空間和運動
機會，會容易造成肌肉及筋骨勞損。陳先生的健康心得是保持良好作息習慣、
定時進食，另外他會盡可能在上班時自備健康飯盒，保持均衡飲食，多喝水和
遠離煙酒更是金科玉律。陳先生認為保持身心愉快輕鬆非常重要，每逢休假都
會與家人朋友遠足旅行，既可 Keep Fit 又能保持心境開朗，他表示非常享受參
加今次 Keep Fit Party 遠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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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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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會議首次在亞洲舉行
三年一度的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會議，是全球職安盛事，每次由不同國家主辦。第二十一屆世界工
作安全健康會議將於2017年9月3日至6日在新加坡舉行，首次在亞洲舉行，會議為職業安全和衛
生專家、企業和員工代表、政府和公共機關的決策者提供交流職安健信息的平台。是次會議的項
目包括專題演講、技術會議、專題討論、海報展覽，貿易博覽會等。
有關內容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safety2017singapore.com/

新加坡建築設計安全規例 (WSH (Design for Safety) Regulations) 正式生效
   新加坡建築設計安全規例於 2016 年 8 月 1 起正式生效，當地所有1 千萬新加坡元或以上的建築
工程項目合約，必須遵守新訂的建築設計安全規例 (WSH (Design for Safety) Regulations) 。規例
規定負責工程設計的相關人士，應於工程設計階段時已考慮將施工可能帶來的風險減低，並於項目
設計中建構保障建築工人的安全措施。
請參閱以下網址了解有關詳情及內容:

www.mom.gov.sg/newsroom/announcements/2015/gazette-of-wsh-design-for-safety-regulations-2015
請參閱以下網址了解該例的指引:

www.wshc.sg/files/wshc/upload/cms/file/WSH_Guidelines_Design_for_Safety(1).pdf

英國衛生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推出全新
體力處理操作 (推拉) 風險評估工具
   英 國 衛 生 安 全 局 ( H S E ) 於 2 0 1 6 年 9 月 推 出 體 力 處 理 操 作 ( 推 拉 ) 風 險 評 估 工 具 ( R i s k
assessment of pushing and pulling (RAPP) tool)，工具用於評估以進行手動推拉操作 (例如是移
動已載貨的手推車) 的主要風險。工具內附有流程圖及評估表以對應相關體力處理操作工序，並提
供不同風險因素的例子，方便相關人士進行評估以制定控制措施。
請參閱以下網址了解有關詳情及內容：

www.hse.gov.uk/pubns/indg478.pdf

歐盟新出版預防建築工人吸入結晶硅石的指引
   歐盟的 SLIC (Senior Labour Inspectors Committee) 與荷蘭勞工部 (Dutch Ministry of Labour (Labour
Inspection)) 於 2016 年 10 月聯合出版一本預防建築工人吸入結晶硅石的指引 (Guidance for National Labour
Inspectors on addressing risks from worker exposure to 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 (RCS) on construction
sites)。該指引提供可吸入的結晶硅石資料、對健康構成的風險、相關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等。
請參閱以下網址了解有關詳情及內容：

https://osha.europa.eu/en/guidance-national-labour-inspectors-on-addressing-risks-from-worker-exposure-to-respirable-crystalline-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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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司機健康推廣活動 2016-17
   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合辦的「職業司機健
康推廣活動 2016-17」，旨在提醒職業司機從改變
生活細節開始，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飲食和運動習
慣。推廣計劃包括「職業司機健康大使工作坊」由
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舉行、派發「職業司機工
作安全與健康」宣傳刊物及播放職業司機伸展運動
宣傳短片。
請瀏覽
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
PD1617.pdf
了解有關活動資料及索取報名表格。

「職業健康推廣活動2016-17」—
職業健康大獎
   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衞生署、職業性失
聰補償管理局及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合辦
的「職業健康大獎 2016-17 」分為三個組別，包括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聽覺保護」及「預防
肺塵埃沉着病」，透過比賽嘉許在職業健康方面有
良好表現的機構。「職業健康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
禮」將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舉行，而為了增加僱主
及僱員對職業健康的認識，更將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及 2017 年 2 月 9 日舉辦有關職業衞生與健康、
聽覺保護及預防肺塵埃沉着病等主題講座。
請瀏覽職安局網址
www.oshc.org.hk
的最新消息以了解有關活動資料及
索取報名表格。

建造業之職安健漫畫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期）
   為提高業界及大眾的建造業安全意識，職安局
聯同勞工處特別製作了一系列以建造業安全為題的
漫畫，以輕鬆手法帶出職業安全的重要性。最新第
二十一至二十二期的漫畫已經推出，主題是使用手
提水氣掣及個人防護設備。
歡迎各界人士到
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
RMAA_Comic.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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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講座
建築地盤吊運工作安全的有關法例
   使用起重機械進行吊運工序為建築工程帶來極大
方 便 ， 但 忽 略 吊 運 或 其 他 安 全 事 宜 卻 可 釀 成 極大危
害。為加強業界對吊運工作安全的關注，職業安全健
康局將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在九龍觀塘翠屏道 3 號基
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堂舉辦公開講座，並邀請勞工處
職業安全主任衛樹基先生講解吊運工作的安全措施及
相關法例。
有興趣人士歡迎以傳真 21517438
或電郵至
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工作間的感染控制概念  
   流感病毒不時會衍生出新品種，新型流感病毒可
引致嚴重呼吸道疾病甚至死亡。僱主或工作地點負責
人應確保維持工作環境的衛生及健康，以免員工及訪
客感染流感而危害健康。職業安全健康局將於 2017 年
2 月 7 日在九龍觀塘翠屏道 3 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
堂舉辦公開講座，並邀請勞工處職業健康護士講解微
生物進入人體的途徑及對健康的影響，並討論工作間
的感染控制措施。
有興趣人士歡迎以傳真 21517438
或電郵至
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個案分析

一名工人在傾卸碎料時，
與輪動式傾卸卡車
一同墮下致死
A WORKER FELL
WITH
A WHEELED DUMPER
WHILE CARRYING OUT
DEBRIS DUMPING
WORK
勞工處 LABOUR DEPARTMENT

事故概要
   一名工人（下稱死者）正在
建築地盤駕駛一部輪動式傾卸卡
車進行傾倒碎料時，與傾卸卡車一同從
工地1樓樓層邊緣墮下至地面。死者身體受
到多處重創，其後不治致死。

事發情況

調查結果
1. 傾卸卡車從 1 樓樓層邊緣墮下至地面的距離約為 7.6 米。

1. 事發時，死者與兩名工友正在一個商業樓宇建造地
盤的 1 樓傾倒碎料。兩名工友負責將碎料鏟起並裝
卸到傾卸卡車的貨斗內。死者其後會將傾卸卡車駛
近樓層邊緣，直接將碎料傾倒至地面的收集點，再
來回重複裝卸碎料的工序。

2. 1 樓樓層邊緣的地面雖尚未鋪砌，然而地面是乾爽堅硬
及相當平整。樓層邊緣附近未有發現油跡或油脂。

2. 為方便傾卸工作，架設在1 樓樓層邊緣的護欄已被移
走。死者在其中一次傾卸工作中如常倒車及將傾卸
卡車停泊在樓層邊緣，位置正好在地面收集點的上
方。當死者將貨斗升起以傾倒斗內碎料時，一名站
在傾卸卡車旁邊的工友看見有數袋碎料卡在貨斗與
尾板之間，於是他嘗試把碎料袋子移離貨斗。不料
傾卸卡車突然向後移動並越過樓邊。結果死者與傾
卸卡車一同墮下地面，造成致命意外。

4. 用作車阻的兩組木板條擺放在護欄的踢腳板前面。每組
由三塊板條組成，堆疊至 150 毫米高。

3. 傾卸卡車約重 305 公斤。貨斗長 1.86 米，寬 1.1 米，高
0.24 米。事發時，裝載在貨斗的碎料約重 190 公斤。

5. 測試結果顯示傾卸卡車的煞車系統運作正常，亦未有發
現因液壓溢出或雙動液壓缸洩漏而引致的機械缺陷。鑑
於轉換檔桿被發現處於「後波」檔位，在意外發生時傾
卸卡車應在倒車，它可能曾先接觸車阻，隨後駛越車阻
並從樓邊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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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傾卸卡車沒有配備安全裝置，例如車頂防護篷、安
全帶、警示燈、倒車警報器和響號等。因此，當
傾卸卡車在倒車時，沒有警報聲響發出或閃光燈亮
著。傾卸卡車上只張貼了以日文顯示的安全預防措
施標籤／警告標貼，而傾卸卡車亦只有日文版本的
操作手冊。
7. 這是死者首次在工地操作傾卸卡車。雖然死者持有
有效的挖掘機和叉式起重車操作資格證書，但死者
沒有接受任何由承建商安排與安全操作傾卸卡車有
關的特定訓練。
8. 1 樓沒有實施車輛交通管制措施。在工地提供的車
阻無法在樓層邊緣有效阻擋傾卸卡車。

防止意外建議措施
1. 提供及維持一個在地盤高樓層進行傾倒碎料工作
的安全工作系統。該系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各項：
(a) 進行風險評估，找出所有與傾倒碎料工作相關
的潛在危險。
(b) 制定及實施安全施工步驟及監察制度，例如設
計在工地進行傾倒碎料的適當方式，為傾卸卡
車提供適當和安全的車阻等。
(c) 只 可 由 已 受 訓 練 和 合 資 格 的 工 人 操 作 傾 卸
卡車。
(d) 為所有相關工人及工友提供安全資料、指導、
訓練及監督，以確保為傾倒碎料工作而設的安
全工作系統於操作期間得以理解、遵從並有效
實施。
2. 須採取足夠的步驟，以防止地盤內有任何人從高度
不少於 2 米之處墮下。

相關法例
1.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 (2) (a) 條：工業經
營的東主有責任為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人提供
及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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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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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地
盤內有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2米之處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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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
   A worker (the deceased) while operating a wheeled dumper
inside its driving cabin fell with the dumper from the floor edge at
1/F to G/F in a construction site when he was conducting debris
dumping work. He sustained serious multiple injuries and passed
away later.

Circumstances
1. At time of the accident, the deceased and two co-workers were
working on 1/F of a commercial building site for debris dumping
work. Two co-workers helped to spade and load debris onto the
dumper carrier. After then, the deceased drove the dumper near
the floor edge, dumped debris direct to the collection point at G/F,
and then returned for loading another debris batch repeatedly.
2. In the dumping process, the guard-rails erected at the 1/F floor
edge were remov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ebris dumping work.
In one operation, as his usual practice, the deceased parked the
dumper in front of the floor edge with reverse direction just above
the debris collection point at G/F. When the deceased raised the
carrier to dump the debris, another co-worker who stood-by near
the dumper saw some bags of debris being stuck at the tailgate
of the carrier. The co-worker attempted to remove it from the
carrier. Suddenly, the dumper moved backward and fell over the
floor edge. The deceased fell with the dumper and plunged to the
ground which resulted in a fatal injury.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falling distance of the dumper from the floor edge at 1/F onto
G/F was about 7.6 m.
2. The floor surface of the 1/F floor edge was unpaved, dry, firm and
fairly level. No oil / grease was found near the floor edge.
3. The weight of the dumper was about 305 kg. The size of its carrier
was 1.86 m long, 1.1 m wide and 0.24 m high. The debris loaded
onto the carrier at time of accident was about 190 kg in weight.
4. Two groups of wooden battens used as vehicle stoppers were
found placing in front of toe-boards of the guard-rails.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three battens and they were stacked on one another
to a height of 150 mm.

5. Examination revealed that the braking system of the dumper
was functioned properly. No sign of mechanical defect due to
the hydraulic spillage or leakage at the double-acting hydraulic
cylinder was found. The main gear change lever was found
engaged at the “rear” position.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wheeled
dumper in reverse movement might have been contacted with the
vehicle stoppers and then passed them over and fell from the
edge at time of accident.
6. The dumper was not equipped with safety devices such as
overhead guard, safety belt, warning lamps, reversing alarm
and horn. No alarming sound emitted or flashing light while the
dumper was driving in reversing mode. There were only labels/
warning signs for safety precautions written in Japanese sticking
on the wheeled dumper. The operation manual of the dumper
was only in Japanese version.
7.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deceased in operating the dumper
on this site. Although he held valid certificates for operating
excavator and forklift truck, he did not receive any specific
training in respect of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wheeled dumper
arranged by the contractor.
8. No vehicle traffic control measures had been implemented at
1/F. The provided vehicles stoppers could not prevent the dumper
from stopping it at the floor edge.

Prevention Recommended

(b) Safe working procedures and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for example, devising suitable
ways for dumping debris on site, providing suitable and safe
vehicle stoppers if dumpers were adopted, etc.
(c) The dumper should not be operated except by a workman who
is trained and competent to operate it.
(d) Safety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all workers involved including the co-workers
to ensure the safe system of work so designed for the debris
dumping work are well understood, observed and properl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operation.
2. Adequat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the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of 2 metres or more.

Applicable legislation
1.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Section 6A(2)
(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ould provide
and maintain a system of work that is,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2. Construction sites (Safety) Regulations, Regulation 38B(1) - The
contractor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take adequate
steps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the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of
2 metres or more.

1. A safe system of work in relation to the debris dumping
work at upper floors sha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on the site. The system of work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Risk assessment to identify all potential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debris dumping work should b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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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工作意外個案分析

船上裝置 必須牢固 保障生命 慎防墜海
概要

面伸出。加上在左舷擺動挖斗時，可能有機會擊中起
重躉船的上層建築，於是起重躉船將其左舷船尾與平
面躉船分開，而另一端則連繫一起，並在海上形成夾
角，如圖 (一) 的事發現場所示。

   某年深夜，一艘平面躉船上的挖掘機操作員，在
處理海上建造工程的公眾填料時，連同挖掘機一併墜
海引致溺斃。

   意外發生時，一名操作員正在操作涉事的挖掘機，
其位置不但非常靠近左舷邊緣，更在一堆鬆散的公眾填
料之上，高度幾乎與平面躉船的甲板圍欄等高。當操作
員把連接着裝有公眾填料的挖斗、懸臂及斗桿伸離左
舷，由於重力轉移關係，再加上角度嚴重傾斜，以及缺
少甲板圍欄和起重躉船作為防止墮海的屏障，挖掘機便
連同該名操作員一併墜海並最終溺斃。

事發詳情
   事發當晚，平面躉船停泊在某處的新填海土地旁
邊，進行裝卸公眾填料。由於需要持續建造新土地，
經常會使用大量公眾填料並利用自卸車輛，把公眾填
料從平面躉船裝載及卸下到新造土地的不同位置進行
工程。

意外分析

   因此，很多自卸車輛會通過平面躉船的裝載坡
道，由新造土地駛到船上，以便在平面躉船的甲板上
卸載公眾填料。涉事平面躉船的甲板載有大量公眾填
料，而在高於平面躉船甲板的圍欄位置的左及右舷
上，各攜有一架挖掘機，負責把公眾填料搬到自卸車
斗進行卸載。

   平面躉船上堆積的公眾填料由泥沙和大小不同的石
塊組成，質地鬆軟及不平均地散落在甲板之上，形成起
伏不一的坡道，如果發生塌陷或滑坡，置身其中的挖掘
機不僅難以保持牢固，而且還會引致滑溜，尤其是挖掘
機在操作時之影響尤甚，可導致嚴重傾側或翻倒。

   卸載進行期間一直有起重躉船在平面躉船的旁邊
提供協助，原本彼此的左舷互相繫泊，但由於平面躉
船上的兩架挖掘機要避開挖斗之間的碰撞，因此向海

上層建築

裝載坡道

自卸車

左舷
新造士地

海

   公眾填料由挖斗裝載並透過挖掘機擺動懸臂及斗
桿運送到平面躉船上的自卸車。操作進行時，挖斗、
懸臂及斗桿轉動所產
生的離心力，加上它
們和公眾填料的自身
重量，可令其總重力
挖掘機
被拋離挖掘機的重
平面
公眾填料
躉船
心。而總重力所拋離
的方向與角度，如已
挖掘機
遠離平面躉船的左舷
邊緣，挖掘機便開始
起重
向左舷外的海面傾側
躉船
下墜。
左舷

墜海位置

桿
吊

機

重

起
築
建

層

上

右舷

圖(一) 事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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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起重躉船與
平面躉船形成的夾角，
在角的尖端受到繫索彼
此牽引，構成躉船之間
互相傾斜，並且在風和
浪的作用下，加劇挖掘
機向平面躉船的左舷外
面傾側，尚有操作時所
產生的總重力，最終導
致它失去平衡翻倒墜
海。

海事處
   然而，假如挖掘機傾側在陸地上發生，操作員尚
可降低懸臂及斗桿，令所有重力通過挖斗轉移到地
面，加上挖掘機設有平衡錘，應可在瞬間修正及挽救
傾側情況。實際上這亦是時有發生的常見情況，也是
操作員在挖掘機傾側及可能翻倒的情況下的一種自我
保護意識。不幸的是，當這種情況在海上發生，因為
操作環境的改變，以致該名操作員無法修正及挽救涉
事挖掘機的傾側及翻倒，如圖 (二) 的現場環境所示。

4. 在海上處理公眾填料或任何貨物時，應小心預防相
關的設備或使用的裝置於船上傾側或翻倒，當中必
須要有足夠的安排固定和牢固該設備或裝置於其承
托位置。

總結

適用法例

   涉事挖掘機當時正處於平面躉船上一堆鬆散的公
眾填料進行操作，事前亦沒有安排任何加固和防止墮
海的措施，加上受到一連串環境因素影響，單靠操作
員控制、挖掘機平衡錘的重量和履帶板的胎紋，根本
無法自我修正突然出現的傾側和有效抓住公眾填料以
避免下墜，最終導致從左舷位置翻倒入海迅速沉沒，
令操作員無法逃生而溺斃。

   第 5 4 8 I 章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 工 程 ）規 例 》
第 26 條「關於起重裝置的一般安全規定」。該法例規
定，要有足夠的安排固定和牢固起重裝置，以確保其
安全。

圖(二) 現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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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潛在危險或不利的操作環境，以致可能影響海
上作業的安全，由以本個案分析為例，應在施工方
法的陳述中予以消除或盡量減少，而任何在該等危
險情況進行的操作須被禁止。

   第 5 4 8 I 章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 工 程 ）規 例 》
第 30 條「起重裝置的測試及檢驗」。該法例規定，任
何起重裝置如未經妥為測試及檢驗，均不得使用。
   第 5 4 8 I 章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 工 程 ）規 例 》
第 40 條「備存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登記冊」。該法
例規定，如起重裝置或起重工具是在本地船隻上使用
的，則其擁有人及該船隻的船長須確保在該本地船隻
上就該起重裝置或起重工具備存一份符合處長指明的
格式的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登記冊。
   第 5 4 8 I 章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 工 程 ）規 例 》
第 54 條「進行貨物處理的人須持有證明書」。該法例
規定，任何人除非已持有有關安全訓練課程的有效證
明書或處長認可的其他關乎安全訓練的證明書，否則
不得進行貨物處理。

挖掘機
墜海位置
海

安全建議
1. 僱主和工程負責人有責任在指派工作前，為所有受
僱人士提供足夠訓練，以及為所有參與工程的人提
供充分指導，加強他們在海上工作的安全意識。
2. 船上使用挖掘機前或挖掘機需要裝置在船上使用，
工程負責人有責任做足風險評估，並應採取合理的
措施，以確保該裝置不會墜海。
3. 所有在船上使用任何可作起重的裝置，須經合資格
檢驗員按照相關海事工業法例妥為測試及檢驗，並
且必須常備相關記錄存於船上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
登記冊內。

   第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45 條「禁
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工程負責人不得在對不
必要的意外風險或不必要的身體傷害風險防備不足的
情況下，或以對上述風險防備不足的方式，進行或安
排進行任何工程。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 45A 條「工作
守則」就有關的守則及安全指引，均可在以下海事處
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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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rdep.gov.hk/hk/pub_services/ocean/
miss_gui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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