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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職業安全，全球有責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2017年的統計顯示，全球每年約有二
百七十八萬人因職業意外或職業有關的疾病而死亡，
同時每年約有三億七千四百萬宗非致命職業意外職業
病個案，相關的經濟損失，相等於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
3.94%。職業安全及健康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各地政府必須採取更有效措施，減低工傷事故。
   職安局每年會舉辦幾個大型宣傳推廣活動，例如
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推廣計
劃、飲食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等，以提高本港僱主僱
員的職安健意識；而且局方深信汲取和借鑑良好的職
安健管理心得及經驗，更是持續進步中不可或缺的一
課，今期介紹比賽得獎機構中華煤氣的改善安全新法
寶。而且亦會有專文簡介，重投工作計劃的重點，期
讓業界從中得到啟發，引入新思維新路向提升職安健
水平。
   職安局多年來與內地部門合作無間，攜手提升兩

   年近歲晚，節日氣氛濃厚，根據過往經驗，很多

地的職安健水平，自2004年在香港舉行首屆「粵港澳

工傷意外都是在假期前後發生，這與工人假期前後對

安全知識競賽」，此後每屆競賽由粵港澳三地輪流主

安全的專注程度和工作環境變化有莫大關係。今期

辦。賽事今年來到第九屆，輪任到由澳門勞工事務局

《綠十字》將為大家介紹有關的意外成因，並針對風

主辦、廣東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及香港職業安全健

險較高的工作講解職安健要點，包括離地工作安全及

康局合辦，競賽內容涵蓋三地職安健法律知識和多個

防止手提工具從高處墮下的安全措施，提醒僱主及僱

行業與工序的職安健常識。有關今屆賽事的緊張刺激

員做好預防措施，保障安全。

過程及結果，請留意今期《綠十字》的內容。來年，
職安局會繼續與業界放眼國際，本地實踐，務求在職
安健工作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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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十字》在此祝願各位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零傷亡願景—七大黃金準則

   在今年9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21屆工作安全和衛
生世界大會上，國際社會保障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ISSA）正式向全球推廣
Vision Zero「零傷亡願景」—此理念相信工傷事故和
職業病既不是無法避免，更非命中注定，而是事出有
因。只要企業培養及擁有良好的預防意外文化，就能
有效消除肇因，並可預防與工作相關的事故、傷害和
職業病。「零傷亡願景」的預防理念整合了安全、衛
生和福祉三個層面和七大黃金準則。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ISSA) launched
the global campaign for Vision Zero at the XXI World Congress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in Singapore this September. Accidents
at work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are neither determined by fate nor
unavoidable. By building a strong prevention culture, these causes can
be eliminated, and work-related accidents, harm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can be prevented. Vision Zero is a 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
to preven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afety, health
and well-being at all levels of work.

   職業安全健康局一直致力推廣安全文化，協助香港
的企業機構、僱主和僱員實現零傷亡願景。總幹事游雯
女士於11月在深圳舉行的「安全生產創新發展會議」
上介紹職安局在香港推廣安全文化的工作經驗，以及
「零傷亡願景」理念和推行的七大黃金準則：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OSHC) aims to
promote all individuals in Hong Kong could operate in working
conditions that are free of risk and hazards. Ms Bonnie Yau, Executive
Director of OSHC, joined the Work Safety and Innovation Conference
in Shenzhen this November to introduce the newly-launched Vision
Zero prevention strategy and its 7 Golden Rules:

1

發揮領導能力
Take Leadership
識別危害及控制風險
Identify hazards – control risks

3

2

確立目標並制訂方案
Define targets – develop programmes
組織井然有序
Be well-organised

5

4

維護機器、設備及整理工作場所
Ensure safety and health in machines, equipment and workplaces
培訓、學習與教育
Improve qualifications – develop competence

7

鼓勵僱員積極參與
Invest in people – motivate by participation

6

請瀏覽www.visionzero.global
了解更多有關Vision Zero
「零傷亡願景」理念和推
行準則的詳情。

Please visit www.visionzero.global to know more
about the Vision Zero global campaign laun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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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

第 九屆

粵港澳

安全知識競賽
   為促進大灣區內人民在安全
健康知識的交流，提升彼此的職安健水平。
粵港澳三地自 2004 年起輪流主辦「粵港澳安全知
識競賽」。

裁判團為競賽主禮

   賽事今年來到第九屆，由澳門勞工事務局主辦、廣東省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合辦，於11月7日假澳門
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2 號大堂圓滿舉行。比賽分為企業組及工會
組，由粵港澳三地共派出六支隊伍角逐獎項。競賽題目選自三地共同編
制的題庫，內容涵蓋三地職安健法律知識和多個行業與工序的職安健常
識。賽事包括必答題、短片題、搶答題和實操題四個環節；今屆更加入實
務操作元素，考驗參賽隊伍職安健知識的實務操作能力。大會邀得國家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監察專員楊占科擔任榮譽總裁判，並由廣東省安全生
產監督管理局局長黃晗、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及澳門勞工
事務局局長黃志雄組成裁判團。
   經過四個緊張刺激的比賽環節，企業組最終由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
限公司成功掄元，亞軍及季軍分別為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 職安之燈及廣東
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至於工會組冠軍則為東莞市工會代表隊，亞軍
及季軍分別為澳門水電工會及香港職安健大使 — 紅摩理。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職安之燈及職安健大使
－紅摩理分別奪得企業組亞軍及工會組季軍。

   下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將於2019 年
在香港舉行，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

粵港澳三地的精英隊伍於澳門參加
「第九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

各隊伍與一眾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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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7」暨職安健星級食肆嘉許禮

「飲食業職安健
常識問答比賽2017」暨
職安健星級食肆嘉許禮
為提升飲食業從業員的職安健知識，職安
局、勞工處聯同飲食業界工會、商會以及香
港保險業聯會合辦了「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
答比賽2017」，透過緊張刺激的競賽，提升
業界對職安健的關注，預防意外發生。
   今年有64隊來自不同大型飲食集團、連鎖式
茶餐廳、中式包點/禮餅、會所、主題遊樂場餐飲
部及航空膳食集團等公司組隊參賽。比賽除了要
求參加者把飲食業安全知識、職安健設備、及職
安健法例等知識融會貫通外，決賽期間更設有動
作題及圖片題等多元化題目，考驗參加者對職安
健各方面的認識。
   「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7」以遴選
賽於11月13日上午假青衣職安健學院舉行，除了
參賽隊員外，他們的同事亦前來打氣。

「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7」決賽在油塘
「大本型」商場裡公開進行，於遴選賽中出線之6隊分
別參與「飲食業職安健盃」及「飲食業職安健碟」比
賽。經過一番龍爭虎鬥之後，得獎名單如下:

飲食業職安健盃
冠軍：太興飲食集團－太興 2 隊
亞軍：美心集團－美心JCR零工傷隊
季軍：奇華餅家－老顧客隊
飲食業職安健碟
冠軍：美心集團－美心Team Power
亞軍：美心集團－美心包餅精靈隊
季軍：太興飲食集團－太興5隊
最高積分獎
太興飲食集團－太興 5 隊
最積極參與獎
太興飲食集團
(備註: 於準決賽中獲出線的3隊可進入「飲食業職安健盃」比賽，而
於準決賽中，未能出線之6隊中，獲得最高積分的3支隊則進入「飲
食業職安健碟」比賽。)

勞工處副處長梁永恩先生，太平紳士頒發「飲食業職安健盃」
予太興飲食集團 -太興2隊。

職安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頒發「飲食業職安健碟」
冠軍予美心集團 - 美心Team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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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2017」暨職安健星級食肆嘉許禮

名人分享飲食業安全三寶
   現場同場還有「名人邀請賽」，由歌星林奕匡、狄易達、
飲食節目主持范振鋒、食肆老闆兼香港小姐譚小環、香港奧運
女子馬拉松代表姚潔貞、美女廚神Kit Mak(麥潔兒)以及一眾新
城電台節目主持一同參與，宣揚飲食業職安健訊息，他們更透
過比賽向大家介紹飲食業安全三寶。

1

隔熱手套
譚小環及林奕匡在比
賽中，要示範正確如
何正確處理灼熱食物
及使用適當的個人防
護裝備，故此譚小環
使用隔熱手套拿起湯
煲，並用餐車運送。

狄易達、姚潔貞以及
電台節目主持林子謙
要示範處理地面上的
積水，要工作安全，
林子謙就先穿上防
滑鞋，再將「小心地
滑」告示牌擺放於積
水旁，最後用用地拖
清理積水。

2

狄易達、姚潔貞以及電台
節目主持林子謙要示範處
理地面上的積水，要工作
安全，林子謙就先穿上防
滑鞋，再將「小心地滑」
告示牌擺放於積水旁，最
後用用地拖清理積水。

3

防切割
手套
綠十字第27卷6期

   職安局推出「職安健星
級食肆」計劃，為飲食業企
業提供安全培訓及資助購買
符合安全標準的防切割手
套、防滑鞋及隔熱手套等安
全設備;企業亦可獲免費5S良
好工作場所整理顧問服務，
以提升安全表現。
   以下食肆已通過 5S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的
評核，成為職安健星級食肆:
1. 太興飲食業團—太興餐廳(企業廣場分店)
2. 海皇國際有限公司
3. 嚐悅 Solo
4.香港麥當勞(禾輋餐廳)

職安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職安局飲食業職安健督
導委員會主席陳永安先生，以及勞工處副處長梁永恩先生，
太平紳士頒發「職安健星級食肆」證書予嚐悅 Solo的主理人
兼「職安健星級大廚」陳國強師傅。

防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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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

   嚐悅Solo的主理人兼「職安
健星級大廚」陳國強師傅指參加
「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有助
改善工作環境，又能提升前線及
管理人員的安全意識，預防意外
發生，一舉多得。
   太興（營運培訓及五常）副
總監丘志寶女士則表示，「職安
健星級食肆」計劃的免費顧問服
務，協助食肆檢視、評估及提升工作場所整理
的水平，保障員工及食客的安全。食肆安全水
平得到改善，意外個案減少，有關開支亦能大
大節省。
想知多啲
「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
詳情，即睇：
http://bit.ly/oshcaterstar

建造業及指定行業 受傷僱員重投工作先導計劃

建造業及指定行業
受傷僱員重投工作先導計劃
職安局與保險業界攜手，集合僱主、僱員、醫療業界等跨界合作，推出「建造業
及指定行業受傷僱員重投工作先導計劃」。先導計劃旨在向因工受傷的建造業及
指定行業僱員提供適時的治療復康服務，讓他們盡早康復，並在安全健康的情況
下重投工作。

職安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與蘇黎世保險(香港)行政總裁
許金桂及其士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丘振雄為先導計劃簽署合作備忘
錄，並由勞工處副處長梁永恩先生，太平紳士，及職安局成員一同
見證先導計劃正式開展。

先導計劃的好處
   受傷僱員早日康復，可以重返工作崗位，提升自身的生活質素，亦可以降低僱主因受傷僱員缺
勤而導致的損失；對於保險公司而言，可以減少所需支付的補償費用；對社會而言，員工早日重投
工作，可減低對社會整體生產力的影響，造成多贏的局面。

先導計劃的開展
   本年10月25日於職安局舉行「建造業及指定行業受傷僱員重投工作先導計劃合作備忘錄簽署儀
式」，由職安局主席陳海壽博士，太平紳士，與蘇黎世保險（香港）行政總裁許金桂先生，及其士
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丘振雄先生為先導計劃簽署合作備忘錄，標誌先導計劃正式展開。先導計劃以
「認可職業復康顧問」為受傷僱員協調整個康復及復工過程，包括安排他們接受適時的治療及復康
服務與及協調各持份者為他們提供支援，務求令受傷僱員得而實現其重返工作的目標。

08

綠十字第27卷6期

先導計劃運作模式

備註：參與計劃不會影響受傷僱員在《僱員補償條例》下所獲得的賠償。

如何成為「認可職業復康顧問」？
   如上文所述，「認可職業復康顧問」於受傷僱員之重返工作之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要成為「認可職業復康顧問」，申請人的資歷必須要通過職安局轄下之「香港
安健認證計劃」認可，當中包括要取得復康管理或相關範疇的文憑或以上學歷，並且擁
有最少兩年與復康管理及復工相關的全職工作經驗等。職安局與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合辦「職業復康管理專業文憑」課程，旨在為有志成為職業復康顧問、為受傷僱員
提供專業復康管理服務的人士提供專業訓練。課程由業內資深個案經理、復康計劃管理
者、醫生、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政府人員、律師、註冊社工、職安局顧問等專業
人士主講，為參與者提供全方位的復康管理訓練，有興趣人士請參閱課程網頁或致電羅
先生（電話：3106 3735）查詢。
   此外，任何持有有效「核准復康管理專業人員」資格的人士，亦可即時申請成為
「認可職業復康顧問」。此資格可透過由加拿大國家復康管理及研究院舉辦的「註冊專
業復康管理員的國際認可考試」並取得，而職安局會定期於香港有代辦此考試，有興趣
人士請致電許小姐（電話： 2116 5018）查詢。

職業復康管理專業
文憑課程資料

   如對先導計劃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致電羅永堅先生（電話：3106 3735）/ 林凱盈小
姐（電話：3106 3743）或電郵至rtw@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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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地工作安全

人體從高處墮下，不論離地
距離多少，如身體重要部位如頭
部受到傷害已足以致命。假設一
名體重 70 公斤的成年人，從 2 米
高的工作位置直墮地面，並且
頭部先著地，其頭部所承受的衝

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
人體從各高處地點下墮的分佈圖
2012年 － 2016年

擊力便會高達 180 公斤以上。因
此，無論離地工作高度多少，工
作安全都必須正視。

不合規格的竹棚架/
不適當使用竹棚架
工作平台/
臨時支架倒塌

16
32%

12
24%

2

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統計
   根據2012至2016年的相關統計數字顯
示，近四分之一的致命個案和工作平台和臨
時支架有關。另外與脆弱結構、沒有護欄或
覆蓋的孔洞及梯子相關的致命個案亦佔總體
個案近四分之一。若進行離地工作時能使用
穩固、設有合乎安全標準護欄和踢腳板的工
作台，已可避免約48%從高處墮下引致的致
命意外。
資料來源：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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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脆弱結構損毁

10
20%

不正確的離地工作例子

例子(一) 沒有提供適當和安全的工作平台

例子(三) 沒有提供適當和安全的工作平台

例子(二) 沒有提供適當和安全的工作平台

6
12%

梯子翻倒/
工人梯上失平衡
例子(五) 構築物邊緣沒有有效防護

4
8%
沒有護欄/
沒有穩固覆蓋的孔洞

其它

例子(四) 工作平台沒有護欄; 工作台上架
設梯子

電力工作
   觸電意外很多時都會令人即時昏
厥。如工人於不穩固的工作台或梯子
上暈倒並由高處墮下，後果足以致
命。於具有絕緣保護的穩固工作台上
進行電力工作，能有效減低因觸電而
產生的二次傷害。

例子(六) 梯子沒有絕緣保護

GREEN CROSS VOL.27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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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地工作安全

流動工作台、梯台及功夫櫈不同特點比較：

離地工作安全三寶

流動工作台

鑑於離地工作安全的重要
性，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
局(職安局)於2015年先後推
出 「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
劃」及「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
助 計 劃 」 ，向業界宣傳及推廣
使用合適的工作台進行離地工
作。另外，勞工處更推出了《使
用輕便工作台及流動工作台的安
全指南》及建造業議會亦推出了
《離地工作安全指引》供從事
離地工作的業界參考。

輕便工作台
梯台

使用人數

1

1

工作平台高度

少於2米

不多於1.5米

梯腳主要物料

鋁質物料

玻璃纖維物料

防滑功能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

防滑設計

防滑設計

安全組件

配置圍欄、踢腳板、腳

配置圍欄、踢腳板

輪輪鎖
特點

1. 可裝拆及易於搬運

1. 可摺合及易於搬運

2. 裝設腳輪，而腳輪有附

2. 梯腳是由非導電材料

設輪鎖，以至使用流動

製造，適合於機房、

工作台時不會移位

電掣房等有電力設備

3. 提供最大的工作平台面
積進行小型工程的高處

的環境使用
3. 適用於狹窄的工作環
境進行小型工程的高

工作

處工作

安全離地工作的實務例子
進階版輕便工作台
   為方便工友使用梯台及功夫櫈，並符合更多不同的離
地工作環境，職安局正研究推廣進階版的梯台及功夫櫈。
在更狹窄的工作環境，甚至是左右高低不一的離地工作，
進階版的梯枱及功夫櫈便可大派用場。

例子(七) 流動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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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八) 梯台

例子(九) 功夫櫈

例子(十)
狹窄的工作環境
於衞生間進行維修時，流動
工作台或三級式梯台均難以
架設和完全張開。兩級式梯
台所需的架設空間明顯較
少，使用者更能夠保持直立
的姿勢進行維修工作。

例子(十一)
更易於裝拆及易於搬運
進階版功夫櫈於收摺後體積
更小巧，方便運輸及儲存。

輕便工作台以外的安全裝備
功夫櫈
1
不多於1米
玻璃纖維物料
工作平台踏腳面為
防滑設計

安全帽連Y型帶
   我們分析了9宗發生在2015年的「人體從高
處墮下」個案，全部都是與建造業相關的致命工
業意外中。其中一宗的死者有正確使用附有帽帶
的安全帽，雖然同樣是由高處墮下，但其致命原
因並不包括頭顱骨骨裂；另外有四宗死亡個案的
工人沒有配帶附上帽帶的安全帽，而致命原因正
是與頭顱骨骨裂有關。

配置圍欄、踢腳板、底
腳橫杆
1. 可快速裝拆及易於搬運
2. 底腳配置橫杆增加工作台穩定性
3. 工作平台與腳的開合位置能夠緊
鎖及不會意外鬆脫
4. 梯腳是由非導電材料製造，適合
於機房、電掣房等有電力設備的
環境使用
5. 相對梯台而言，功夫櫈提供較大
的橫向工作空間，因此更適合用
於泥水批盪或鋪牆紙電線等裝修
及維修工程
6. 適用於狹窄的工作環境進行小型
工程的高處工作

   勞工處及職安局因此在今年4月推出了「中
小型企業-安全帽連Y型帽帶資助計劃」。目的是
鼓勵承辦商及工友購買及使用配備合適帽帶的安
全帽，更為合資格的中小企提供購買符合安全標
準的安全帽連Y型帽帶的部份資助。

手提水氣掣
   工友在進行離地工作時，經常需使用手提電
動工具，如打拆用的電鑿和鑽孔用的電鑽等。但
電力危害不容易被察覺，如工具漏電，令工人觸
電或因觸電而從高處墮下，嚴重事故可導致人命
傷亡。勞工處及職安局推出了「中小型企業-手
提水氣掣資助計劃」提供部份資助予合資格的中
小企購買。

總結
   最後以一個圖像作為總結。為確保離地工作
安全，穩固的工作台、保護工人頭部以及預防意
外觸電都十分重要。再配合適當的安全資料、指
導、訓練及監督，多管齊下便能讓工友安心進行
離地工作。

離地工作

例子(十二及十三)
兩級式及三級式梯台

安全

流動
工作台

資料

指導

梯台

風險
評估
手提
水氣掣

訓練

安全帽連
Y-型帽帶

監督

功夫櫈

將業界的習
慣變得更好

例子(十四)
可合併使用的功夫櫈
GREEN CROSS VOL.27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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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手提工具從高處墮下的安全措施

防止手提工具
從高處墮下的
安全措施
不少行業的工友都需要使用手提工具(手工具)輔助工作，例如
建造業工友需要使用扭力扳手安裝狗臂架螺絲、清潔行業則
需經常使用窗刮清潔玻璃窗等，部份工序更涉及高處工作。

   勞工處的意外分析顯示，近年因物件墮下而引致的工作意外每年約有四百多宗，當
中包括被手工具下墮所傷，甚至有工友因執拾掉下的工具時從高處墮下。以下節錄了一
些個案例子：
日期

地點

事發經過

後果

2017年

灣仔一座商廈外牆正在進
行棚架工程

一名工人在外牆棚架上工作期
間，意外掉下袋中摺刀

擊傷一名路過的外籍
女途人

2015年

大棠一座住宅外牆正在進
行棚架工程

一名工人在離地約50米高的棚架
上工作期間，意外掉下工具，擬
伸手執拾時失足飛墮落樓

工友送院後證實不治

2011年

銅鑼灣一幢商廈外牆正在
進行清潔工作

一名工人乘坐吊船，以手工具
進行清潔，期間疑不慎跣手令
工具由20米高空跌落地面

擊傷一名路過的外籍
男途人

   從以上個案所見，如承辦商及工友不注重安全，不但會令自己遇上意外，更可能會影響鄰近
人士的安全。因此，開工前要留意是否已做足安全措施，包括正確使用手提工具，更要為這些工
具套用適當的防墮措施。本文將介紹僱主及僱員工作時應採取的手工具防墮安全措施，從而有效
避免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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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掛繩
   如要在高處使用手工具，必須考慮使用手工具時「物料墮下」的潛在危
害。工作前應先識別與高處工作有關的危害，評估有關風險，制訂及確實執行
風險控制措施，並進行定期檢討。在制訂控制措施方面，應盡量將工作安排在地
面進行，消除高處工作的危害；如必須涉及高處工作，應為工作地點提供穩固的工
作台、並加上圍欄及踢腳板；亦要為手工具加上工具掛繩 (Tool lanyard) 作為安全
措施，防止手工具從高處墮下。

工具掛繩的選擇因素
   市場上工具掛繩種類繁多，若選擇
或使用不當，會衍生不少問題，例如使
用時掛繩因不勝負荷而折斷，或因不
正確連接而導致使用者拉傷肌肉或關
節等。正確選用工具掛繩以配合工作需
要，可有助避免意外發生。選擇工具掛
繩的考慮因素包括工具重量會否超過掛
繩的安全操作負荷；以及工具本身是否
有合適位置穩固地安裝掛繩等。

工具掛繩的安全操作負荷
除非製造商另有規定，否則每條工具掛繩
只應連接一件工具。工具掛繩通常會標示
一個安全操作負荷(Safe Working Load)，
以顯示其最大的負荷，使用的工具不可以
超越安全操作負荷。

Load: 0.9kg
Safe Working

.9公斤
安全操作負荷 0

工具掛繩款式五花八門，使用者須小心選擇。

不同的工具掛繩有不同的安全操作負荷限制。

GREEN CROSS VOL.27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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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工具掛繩

安全培訓

   不同的工具掛繩有不同的連接方法。使用前
應先參考生產商的指引。一般來說，較輕便的手
工具可以直接繫於手腕上；而較重的工具則須要
繫於全身式安全帶腰部 D 型繫穩環上；太重的工
具或設備則不可以連接在身體上。生產商的指引
及產品上的標籤均有負荷限制的說明，使用前應
仔細參考這些資料，正確選用合適的工具掛繩。

   要發揮工具掛繩應有的效能，員工必須
正確選擇、裝配以及使用這些設備。因此，
僱主應安排員工接受合適的訓練，例如由供
應商提供的訓練。此外，員工亦應該在使用
前先仔細閱讀及了解所有工具掛繩的使用說
明和標籤資料。完成工作後，應該將工具掛
繩放在安全的地方，以防絆倒他人。

使用前檢查
   我們必須定期檢查所有工具及掛繩，以
確保它們經常處於安全操作狀態。例如按生
產商的指示及檢查清單進行檢查，特別留意
繫索及連接器上是否有任何裂痕、變形或生
銹等情況。破損的掛繩應立刻剪斷銷毀，避
免被其他員工誤用。

較重的工具例如電鑽等應按生產商指示將工具
掛繩繫於安全帶腰部 D型繫穩環上

   工具掛繩有不同設計，例如由一條繫索及連
接器組成。當工具掛繩將手工具連接上手腕或安
全帶時，便可以減低工具在脫手時從高處墮下的
風險。此外，很多繫索均有吸收衝擊的功能。當
工具墮下時，可以減少對工友身體造成的衝擊。
破損的掛繩必須立刻剪斷銷毀。

總結
   使用手工具前，應該先為工作
做好安全措施。各位工友在高處使
用手提工具工作的時候，須留意工
具從高處墮下的風險，為工具裝上
合適的掛繩及正確使用可以避免工
具下墮的意外發生，保障自己、同
事和公眾人士的安全。

繫索須以生產商建議的方
式牢固地連接在工具上

附有吸收衝擊能力的擊索

連接器(Connector)應緊扣在生
產商建議的位置上，切勿超過負
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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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納米科技
及其危害

認識納米科技及其危害

專訪香港大學安全事務處
處長侯嘉敏博士

納米科技一詞，可謂既熟悉又陌生，坊間愈來愈多產品聲
稱以納米技術製造，但一般市民對於何謂「納米」其實所
知甚淺。今期《綠十字》專訪了香港大學安全事務處處長
侯嘉敏博士，帶領各位讀者認識納米科技之餘，亦會講解
相關的危害。
納米是甚麼？

何謂納米科技？

   侯 博 士 首 先 解 釋 納 米 的 定 義 ： 「 納 米
（Nanometer，nm）是長度單位，一納米等於一米的
十億分之一，大概是一條頭髮直徑的五萬分之一（圖
一）。同一種類的物質，在納米的領域下，所代表的意
義並非只是尺寸縮小，而是物質的性能會被改變，更會
產生嶄新而獨特的物質特性，形成很多特殊功能，例如
表面面積增闊、表面活性變大、導電性明顯提高等等。
」如果以日常生活作比喻，納米技術對傳統材料來說就
像「味精」，添加納米技術會讓物質材料有提味醒覺的
全新效果，開啟非常龐大的發展機遇。
水分子

10-1

葡萄糖分子

1

   所謂「人造納米材料」，它在三維空間當中必須至
少有一維是小於100納米，同時它也會因此而顯出特定功
能。侯博士強調，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是指將
物質予以人為的“納米化”（Nanostructuring），把它們
變成「人造納米材料」（Engineered nano-material），
以獲取特殊性能的技術，再利用它們的特殊性能來達致
特定的用處。在大自然中，我們也會遇到納米大小的天
然物質，但如果我們並沒有控制它們的大小和利用到它
們的特性，這便稱不上「納米技術」。

抗體

病毒

細菌

癌細胞

頭髮

句號

兩毫硬幣

網球

1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納米材料

圖一、納米大小的比較

(單位：納米nm)

富勒烯
C60
納米碳管＊

*一條頭髮的厚度大約是納米碳管大小的一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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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納米科技與化學危害

納米科技的應用

   納米科技並非單單只是一門學科，它所牽涉的應
用層面非常廣泛。
   每年全球投放於納米技術研究的經費估計高達數
千億美元。它的應用跨越廣泛的學科範圍，涵蓋下列
主要範疇：
．電子學
．生物醫學與製藥
．化妝品
．能源與化工應用
．磁性數據存儲系統
．光導纖維
．高強度合成材料
．紡織應用
最常用的「人造納米材料」包括：
． 納米碳管（Carbon nanotube）（圖二）（例：用於
平板電視顯示屏，以及高強度運動設備）
． 碳富勒烯（Carbon fullerenes）（圖三）（例：用作
表面潤滑劑，以及用於將藥物輸送至目標器官）
． 量子點（Quantum dots）（例：用於高密度存儲裝置）
． 其它納米粒子，例如二氧化鈦（用於防曬霜，自潔表
面）、氧化鋅（用於防曬霜）、氧化鐵（在化妝品中
用作顏料）、聚合物薄膜（用於透氣防水防污面料）
、鉑金（用作催化劑），以及銀（用於消毒）

圖二、納米碳管分子結構

納米微粒的健康危害

   納米材料的出現雖然對科技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裨
益，但因其體積十分微小，若不慎進入人體，很可能
會對我們的健康產生一定的危害。其實納米微粒原來
就存在於我們身處的環境之中，例如來自於電銲工人
將金屬加熱後產生的「金屬煙霧」，遇到冷空氣就會
凝結成納米粒徑的微粒。這些微粒進入呼吸道後會引
起「金屬熱病」，產生類似感冒，甚至是發燒、肌肉
酸痛及咳嗽等症狀。
   除了金屬燻煙中的納米微粒，大氣裡也含有一些納
米粒徑的污染物。這些污染物主要是來自發電廠及汽車
的排放物，它們的粒徑大小不同，也包含納米粒徑的微
粒，這些微粒可以引起許多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
   侯博士進一步解釋道：「所以納米微粒早就存
在，只是這些懸浮在空氣中的微粒，多為燃燒副產
品，並非人為刻意製造，有別於因為發展納米科技所
製造的納米微粒。一般而言，污染物的粒徑越小，就
越容易被吸入體內，而對身體的害處也就越大。納米
微粒的相對表面面積較大，跟身體細胞或是體液接觸
反應的面積也相對較大，所以潛在危害也較大。納米
微粒的小體積也使它們容易深入呼吸道而進入肺泡，
引起發炎反應。因為粒徑極小，所以也有機會進入周
邊血液，然後進入其它身體組織。」
   「為了解人工納米微粒的健康危害，近年來有許
多研究報告探討納米微粒的毒性。這些研究大多是細
胞試驗，也有一些動物實驗。雖然這些都未能完全證
實納米微粒對人體的傷害，但揭示了納米微粒對人體
潛在的危害。」
   「目前使用得比較多的納米材料，例如二氧化
鈦、碳黑及銀微粒等，在大粒徑的情況下，毒性比較
小。但是在納米粒徑的情況下，毒性會變得比較大。
又如納米碳管，它跟石棉很類似，吸入人體後會引起
一連串肺炎反應，持續發炎會造成纖維化慢性肺病。
目前在各種納米材料之中，納米碳管的健康危害最值
得關注。」

納米科技的安全規範

圖三、碳富勒烯分子結構

18

綠十字第27卷6期

   納米科技自2000年起發展迅速，科學家對納米材
料的了解雖然有很大進步，但對於納米微粒的相關特
性與毒性還是不太清楚，特別是有關劑量與反應的研
究仍然十分有限。所以如何規範納米材料的使用，仍
需探討。針對應用及處理納米材料的安全問題，美國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及英國健康與安全
管理局(HSE)亦有推出相關的工作安全指引，值得業
界參考。

   侯博士認為：「納米材料的使用時間還是很短，
所以目前的研究報告大多是動物及細胞實驗。但要
全面評估納米材料的健康風險，除了其毒性，也要
考慮納米微粒在香港的使用程度。在目前有限的認
識情況下，我們應採取一個審慎的做法（Prudent
Approach）：審慎地假設長時間暴露在納米微粒下，
對人體很可能有害。如納米碳管就有可能對人體造成
與石棉類似的危險。我們應汲取世界各地的規管經
驗，在香港開始發出規管指引，以備無患。」
   侯博士強調：「雖然納米是很嶄新的科技，但可
幸的是傳統的科學技術及防護裝備是能夠有效地控制
納米材料的危害。所以，這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而是一個認知性的問題。我們需要教育僱主及工人在
生產時如何安全正確地處理納米材料。」
   首 先 ， 所 有 可
能會釋放納米微粒
於空氣中的工序都
需要在密封或良好
抽風系統中進行。
配備HEPA過濾器
的局部排氣通風系
統，就可有效控制
其危害。常見的抽
風系統包括化學抽
風櫃、生物安全櫃
等（圖四），都適
用於控制納米微粒
的散播。

   當以上措施都未能完全有效控制納米微粒散播
時，工人也可以選用合適的呼吸防護設備以防止吸入
納米微粒。這些呼吸防護設備包括即棄式的過濾口罩
（如N95和N100）（圖五）、半罩或全罩面罩、供
氣式的兜帽及頭罩等（圖六）。另外，工人也應避免
直接接觸納米材料，佩戴適當的手套（例如雙重丁腈
（nitrile）手套）（圖七）保護雙手。

圖六、供氣式兜帽及頭罩

圖七、丁腈手套

圖四、生物安全櫃

   其次，工作時應把會釋放納米材料的工序限制在
指定區域內進行及禁止未經授權的人進入相關範圍。
此外，僱主應讓有關工人了解關於納米材料的風險和
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訓練和指示。另外，僱主也應為相
關納米工序進行定期監測及為工人提供健康檢查。僱
主亦應為工人提供清洗及更衣設施，以便在工作後清
除身上的污染物。

圖五、N95口罩

   侯博士更提及應該如何處理納米廢料的問題：
「雖然香港已有法例規定化學及生物廢料該如何處
理，但不少納米材料並未包括在內，這對負責處理的
工人可能有一定風險。譬如一些碳化物本身沒有化學
危害，但納米碳管（Carbon Nanotube）卻不應被當
成一般廢料處理。假設工人在倒垃圾時不慎弄穿垃圾
袋，導致廢料散播到空氣中，便可構成危害。外國有
立法規定納米廢料的安全棄置程序。香港也許應開始
研究有關的監管。」

總結

   綜上所言，納米技術在過去二十年裡快速發展，
在現代生活每個範疇幾乎都可以找到它的應用。然
而，納米材料對工人的長期健康，也帶來潛在的危
害。鑑於該技術在人類歷史中相對較新，納米材料可
能對人類健康造成的風險還存在許多未知數。儘管
其危害存在不確定性，我們也應該採取審慎的做法
(Prudent Approach)去控制這些可能在未來幾十年
才能搞清楚的潛在風險。所幸的是，我們知道目前採
用的控制技術對降低納米材料所帶來的風險還是相當
有效。作為一個社會，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法律層
面，我們此時都應開始引入控制機制，以便採取有效
的措施去保護我們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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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式起重機操作員職安健調查（下）

流 動 式 起 重機操作員
職 安 健 調 查（下）

上期《綠十字》介紹了本調查的目的、設計、業界對流動式起重機操作員職安健
的看法和所面對的職安健挑戰，以及部份調查結果。今期將會繼續報告調查結
果，分析吊運意外或事故原因，以及報告對路邊流動式起重機進行的實地安全視
察結果。最後綜合調查所得結果，提出改善吊運工作安全的建議。
調查結果
受訪者在吊運時的溝通情況

緊急停止

   是次調查發現，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有接近七成六表示他們會與訊號
員一起進行吊運工作，其次是與吊索工（66.9%）、管工（26.6%）及吊
運監督（20.5%），但亦有近約兩成（17.1%）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人協
助進行吊運。在表示有訊號員協助吊運的受訪者中，六成半的受訪者表
示每次都有訊號員協助，但近三成四表示只是間中有訊號員協助吊運。
至於與訊號員的對話方式，七成半表示會以手號、其次是無線電對講機
（50.4%），亦有近一半人表示會以大叫方式進行對話。而較多受訪者
表示無線電對講機最為有效（40.8%）、其次是手號（37.1%）和大叫
（19.7%）。有效的溝通方法能夠避免因誤解訊息而出錯，減少吊運意
外的發生。
   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進行吊
運前會通知其他在場工友。進一步
分析顯示，受訪者操作的起重機種
類及他們的工作地點與他們進行吊
運前會否與其他在場工友溝通有統
計學上的顯著關係，即較多比例操
作貨車吊機及在非地盤（路邊、回
收場、碼頭／岸邊）工作的受訪者
表示，在進行吊運前不會與其他在
場工友溝通。受訪者的受僱形式對
此則沒有顯著差異（表1）。

吊運前溝通
會

起重機種類

不會

總數

貨車吊機

178

45

223

%

79.8

20.2

100.0

64

2

66

97.0

3.0

100.0

100

37

137

%

73.0

27.0

100.0

地盤

149

10

159

%

93.7

6.3

100.0

履帶或輪胎式
起重機

%
非地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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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訊號員協助的受
訪者中，七成半表示
會以手號傳遞指示。

表1：吊運前溝通與起重機種類及工作地點的關係

工作地點

20

提升吊臂

#

路邊、回收場、碼頭 / 岸邊

卡方檢定(雙尾)

值

df

10.998

1

0.001

23.649

1

0.000

Asymp. Sig.(2 sided)

受訪者對安全操作負荷（SWL）的認知
   是次調查發現，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起重裝置刻有安全操作負荷，餘下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起重裝置是
否刻有安全操作負荷（11.5%）或沒有刻上（1%）。而在起重裝置刻有安全操作負荷的組別內，有一成多人表
示間中（7.1%）、甚少（0.4%）或完全沒有（4.4%）考慮安全操作負荷。進一步的分析資料顯示（表2），受
訪者操作的起重機種類及工作地點與起重裝置有否刻有安全操作負荷（SWL）有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操作貨車
吊機及在非地盤（如路邊、回收場、碼頭／岸邊）工作的受訪者多表示不清楚或起重裝置沒有刻有安全操作負荷
（SWL）。如在進行吊運前沒有考慮到安全操作負荷，容易造成吊運物品時超過安全負荷量，導致發生負荷物從
高空墜落的嚴重意外。

引致吊運意外或
發生事故的因素

表2：起重裝置刻有安全操作負荷與起重機種類及工作地點的關係
起重裝置

刻有安全操作負荷
   受訪者當中有11人
卡方檢定(雙尾)
總數
值
df Asymp. Sig.(2 sided)
是
否/不清楚
表示，工作意外或事故
曾在過去12個月發生於
貨車吊機
187
35
222
自己身上。其中9宗意外
84.2
15.8
100.0
%
涉及物料下墮；1宗涉及
7.531 1
0.006
起重機種類 履帶或輪胎式
65
2
67
起重機
觸及架空電纜；而碰撞
附近障礙物或人及起重
%
97.0
3.0
100.0
機械構件超出吊運範圍
#
非地盤
112
23
135
分別各佔2宗（表3），
83.0
17.0
100.0
%
在這些意外當中，有1宗
工作地點
4.584 1
0.032
地盤
146
14
160
涉及以上四種情況。在
87.5
12.5
100.0
%
這11宗意外當中，有10
路邊、回收場、碼頭
/
岸邊
宗（90.0%）沒有引致受
傷，只有1宗引致自己及
他人受傷，受傷部位為耳及面部，而且受訪者表示其傷勢屬非常輕微，請假約三天。此外，在這些意外當中，大
部分受訪者表示意外時其身體狀況屬正常（63.6%），約一成八人表示感到疲倦；另外感到不適，但沒有服藥及
感到不適，曾服藥各有1人（9.1%）。涉及意外的受訪者主要為操作貨車吊機（72.7%）及屬分判商員工（81.8%），
他們除了在路邊工作外（36.4%），亦有在地盤（45.5%）工作。
＃

   在意外成因方面，近六成四肇事受訪者表示，「吊掛方法錯誤」為主要成因，
其次是「自己不小心或不安全的行為」(54.5%)，其餘為他人不小心或不安全的行為
(18.2%)、沒有訊號員(18.2%)、因流動式起重機故障(如吊臂出故障) (18.2%)、吊臂
裝 置 出 現 問 題(如帆布帶損壞)
(18.2%)、使用不當(如沒有腳
表3：引致工作意外或發生事故的因素及分類
枕或半徑操作問題) ( 1 8 . 2 % ) 、
人數
%
路 面 狀 況 不 安 全 (如大風大雨)
(18.2%)、負荷過重(9.1%)、流
在過去12個月內發生的意外情況 （多項）（N=11）a
動式起重機處於上斜或下斜情況
物料下墮
9
81.8
(9.1%)。
觸及架空電纜

1

9.1

碰撞附近障礙物或人

2

18.2

起重機械構件超出吊運範圍

2

18.2

a: 物料下墮（8宗）、碰撞附近障礙物或人（1宗）、起重機械構件超出吊運範圍
（1宗）、涉及多種情況（物料下墮/碰撞附近障礙物或人/起重機械構件超出吊運
範圍/觸及架空電纜）（1宗）

調查發現的11宗意外事故當中，9宗(81.8%)
涉及物料下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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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基本吊運安全知識
   安全管理和自我監管的意識日漸提升，每位流動
式起重機操作員必須具備足夠的安全知識以進行安全
吊運。是次調查測試了受訪者的安全吊運知識（表4）
，例如吊運時，兩條吊索之間的夾角不應超過90度，
否則吊索所承受的拉力就會開始增加。如該拉力大
於吊索所能承受的程度，會導致吊索於吊運過程中破
損，繼而令吊運物跌下，造成危險。超過八成的受訪
者能正確回答如吊運時使用多於一條吊索，吊索間之
夾角需要少於90度，但仍有接近兩成人認為吊索夾角
要大於90度或者不知道，反映部分從業員知識水平不
足，需要進一步提高相關安全吊運知識。另外，對於
操作起重機時必須與附近物（如圍板、建築物）保持
最少600毫米距離的問題，只有六成六人能正確回答。
對於如何使用支重腳撐協助吊運作業，絕大部份受訪
者（88%）都能正確回答。而關於不正確吊運方法的
謬誤，超過八成的受訪者（81.8%）能正確回答「吊
運時鈎環側向一邊」是不正確的吊運方法。雖然大部
份受訪者都能回答正確，對安全吊運亦有一定認知，
但仍有部份受訪者未能掌握相關的吊運安全知識。因
此，我們必須確保吊運人員，包括起重機操作員和訊
號員等已接受足夠訓練，讓他們有足夠的知識及能力
進行有關的吊運工作。

表4：基本吊運安全知識
人數

%

如吊運時使用多於一條吊索，吊索間之夾角大小應為多少？
<90（正確答案）

246

83.1

操作起重機時，須與附近物保持最少多少毫米距離？
600（正確答案）

196

65.8

243

88.0

238

81.8

怎樣使用支重腳撐協助吊運作業？
伸出所有腳撐，再墊以墊木（正確答案）
哪項是不正確的吊運方法？
吊運時鈎環側向一邊（正確答案）

表5：視察起重機種類及視察地點的分佈
建築地盤類別

貨車吊機

履帶式起重機

輪胎式起重機

地基工程

2

6

5

樓宇建設

2

－

1

土木工程

2

－

－

路邊

2

－

－

總數^

8

6

6

^在同一視察地點可有多於一部流動式起重機

<90o

任何兩條吊索之間的夾角應
不超過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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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600毫米

起重機操作時應與圍版或建築物保持最少600毫米
的距離。而當視線受阻時，應由訊號員協助。

對路邊流動式起重機實地安全視察結果
   為進一步了解流動式起重機從業員實際操作情況，除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討論外，
我們亦進行了實地安全視察。我們於11個地點視察了共20部流動式起重機，視察重點包
括吊運物料的工作程序及起重機操作方式，分別在吊運前及吊運時進行觀察。吊運前的
觀察部份包括目測流動起重機的結構狀況、工作範圍之圍封區、支撐有否完全伸展、起
重裝置有否噴上適當的顏色等；吊運時的觀察部份則包括起吊物上是否已加上留尾繩、
操作起重機時與附近物件保持的最少距離等。在20部已視察的流動起重機當中，8部為貨
車吊機，而履帶式和輪胎式起重機各佔6部。除兩部貨車吊機在路邊工作外，其餘均在地
盤工作（包括地基工程、樓宇建設及土木工程）（表5）。
   表6總結了對流動式起重機吊運前的視察情況。結果發現，各類型的流動式起重機均
沒有破損。只有一部（5%）在地基工程操作履帶式起重機的安全負荷自動顯示器未能正
常運作。有15%（3宗視察個案）的操作員沒有佩帶安全帽、穿著反光衣及安全鞋。其中
有2宗是在路邊操作的貨車吊機，另外1宗則是在樓宇建設的工地內操作貨車吊機。在使
用支撐架方面，我們主要針對貨車吊機及輪胎式起重機，因為履帶式起重機沒有支撐
A部分－吊運前視察
項目

操作員有否佩
帶安全帽、穿
著反光衣及安
全鞋

起重機類別

是

否

貨車吊機

5
(25%)

3
(15%)

履帶式

6
(30%)

－

6
(30%)

－

4
(28.6%)

4
(28.6%)

－

－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貨車吊機

*流動起重機
的支撐架放
在平坦及堅
固的地面上

履帶式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流動起重機支
撐架使用良好堅
固及足夠大小的
底墊（木料或鐵
板）承穩，底墊
面積最少比浮盤
大三倍

貨車吊機
履帶式

－

3
(21.4%)

5
(35.7%)

－

－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貨車吊機

*支撐架完全
伸出

6
(42.9%)

履帶式

5
(35.7%)

1
(7.1%)

5
(35.7%)

3
(21.4%)

－

－

起重機
輪胎式

－

6
(42.9%)

貨車吊機

2
(10%)

6
(30%)

履帶式

6
(30%)

－

6
(30%)

－

起重機

圍封吊運範圍及
貼上警告字句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工地類別

是

否

路邊

－

2
(10%)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17
(85%)

1
(5%)

－

2
(14.3%)

10
(71.4%)

2
(14.3%)

－

2
(14.3%)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9
(64.3%)

3
(21.4%)

路邊

2
(14.3%)

－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3
(21.4%)

9
(64.3%)

－

2
(10%)

14
(70%)

4
(20%)

總數

表6：吊運前視察：以起重機類
別及工作地點劃分

20
(100%)

14
(100%)

14
(100%)

14
(100%)

20
(100%)

* 操作履帶式起重機沒有支撐架及不需要底墊。所以我們只計算貨車吊機及輪胎式起重機，以及總數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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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我們發現，在已視察的14部貨車吊機及輪胎式起重機中，吊運前有5部貨車吊機及1
部輪胎式起重機（約43%）沒有配以足夠大小的底墊承穩以及底墊面積不是比浮盤大三
倍。此外，超過60%（9宗）於地基工程、樓宇建設或土木工程操作的起重機的支撐架未
有完全伸出，包括3宗為貨車吊機及6宗為輪胎式起重機，情況令人關注。另外，在20部
起重機中有6部（30%）沒有圍封吊運範圍及貼上警告字句，它們均屬貨車吊機。在這6
部吊機當中，有兩部在路邊進行吊運；4部在地盤。吊運區域應以圍欄／障礙物圍封，並
展示適當警告告示，以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吊運範圍而造成危險。此外，使用色碼制
度標示起重裝置，以確認該季度的檢驗仍然有效及定期告知工人有關色碼的資料，對確
保起重裝置有適當保養維修和保持良好狀況很重要。視察發現，大部分起重機的裝置都
有噴上適當的顏色（四至六月—黃色／七至九月—綠色），但仍有15%（3部）的起重機
裝置沒有此安排，包括各一部貨車吊機、履帶式起重機和輪胎式起重機。

表7：吊運時視察: 以起重機類別及工作地點劃分
B部分－吊運時視察
項目

操作起重機時
應與圍板或建
築物保持最少
600毫米的距離

起重機類別

是

否

貨車吊機

5
(25%)

3
(15%)

履帶式

6
(30%)

－

6
(30%)

－

貨車吊機

5
(25%)

3
(15%)

履帶式

5
(25%)

1
(5%)

5
(25%)

1
(5%)

貨車吊機

4
(20%)

4
(20%)

履帶式

6
(30%)

－

4
(20%)

2
(10%)

貨車吊機

4
(20%)

4
(20%)

履帶式

6
(30%)

－

5
(25%)

1
(5%)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是否備有尾繩，
用來協調控制負
荷物的擺動或
轉動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埋碼”的工人
在起吊前，檢查
纜索及塞古有否
破損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埋碼”的方式
是否正確

起重機
輪胎式
起重機

工地類別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路邊

地基工程
樓宇建設
土木工程

是

否

2
(10%)

－

15
(75%)

3
(15%)

1
(5%)

1
(5%)

14
(70%)

4
(20%)

1
(5%)

1
(5%)

13
(65%)

5
(25%)

1
(5%)

1
(5%)

14
(70%)

4
(20%)

總數

20
(100%)

20
(100%)

20
(100%)

20
(100%)

   表7總結了起重機在進行吊運時的情況。視察時發現，一成半（3宗）的起重機在操
作時沒有與圍板或與建築物保持最少600毫米的法例要求距離。這些起重機全都是貨車
吊機，包括2部在地基工程操作和1部在土木工程工地操作。此外，有5部（25%）在吊
運時沒有備有尾繩，其中3部是貨車吊機（在地基工程、樓宇建設及路邊各有一部），而
履帶式起重機及輪胎式起重機則各有1部。尾繩是吊運工序中的一項重要預防措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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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物安裝上吊索時應確保備有尾繩或導繩，以協助控制吊運物件的擺動或轉動。
視察所得，超過九成起重機的吊索間的夾角少於90度，只有1部（5%）於路邊工作
的貨車吊機未符合這項要求。另外，大部分起重機操作員在運載貨物時保持垂直吊
運，避免貨物擺動，但仍有10%（2部）沒有採取此正確方法吊運，包括貨車吊機和
履帶式起重機。此外，有三成的起重機（6部）在進行吊運時，「埋碼」的工人在起
吊前沒有檢查纜索及塞古有否破損。另外，有25%（5部）的「埋碼」方式並不正
確，例如確保負荷物是否已經固定、沒有使用雙綑扼索結法等。這些欠佳情況，大
多數涉及貨車吊機（主要包括在地盤（如地基工程、樓宇建設及土木工程）工作的
貨車吊機）。根據勞工處關於流動起重機意外的分析，有不少意外是由於沒有牢固
縛好或固定吊重裝置及負荷物而造成。因此「埋碼」工人的安全訓練以及對安全措
施的執行方面仍有待加強。

討論及建議
在非地盤工作、操作貨車吊機、分判商聘請或自僱的操作員之安全表現較差

   我們從多方面分析及比較在不同地點進行吊運工作、操作不同種類起重機及不同
受僱形式的受訪者的安全表現。結果反映，在非地盤工作（如路邊、回收場、碼頭
岸邊）、操作貨車吊機、由分判商聘請或自僱的操作員對於採取安全措施的主動性
及重視程度不足。因此，我們認為應將改善職安健的重點放在非地盤工作、操作貨
車吊機、自僱及由分判商聘請的操作員上，在加強他們的安全管理（如風險評估方
面）及監察落實安全措施的同時，亦應加強他們的職安健意識及安全文化。同時，
我們亦建議需在非地盤的工作地點加強職安健的宣傳及推廣教育，尤其針對貨車吊
機操作員，提高他們的職安健意識。我們建議可製作簡單易明且圖文並茂的海報及
小冊子，亦可製作傳遞簡單吊運安全訊息的貼紙，鼓勵業界張貼在起重機的顯眼位
置，以作提示。另外，我們亦建議加強針對流動式起重機操作員的強制性訓練，考
慮到流動式起重機操作員的流動性大，我們建議在他們續牌時，加強他們的安全訓
練內容和實際安全操作。

結果顯示在非地盤
工作(如路邊、回收
場)、操作貨車吊
機、及由分判商聘
請或自僱的操作員
之安全表現較差。
(例如沒有合規格
底墊及妥善圍封吊
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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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風險評估，吊運潛在危機

   近 四 成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不 清 楚 （ 3 5 . 1 % ） 或 其 僱 主 沒 有
（4.1%）為吊運工作進行風險評估，反映部分僱主及前線操
作員忽略風險評估的重要性。進一步的分析發現，由分判商聘
請、在非地盤地方工作（例如路邊、碼頭或岸邊及回收場）
，及操作貨車吊機的受訪者明顯較多出現不清楚或沒有風險評
估的情況。在分判制度下，「判上判」的情況十分普遍，而在
多重分判的情況下，要對分判商進行監管有一定困難；而且，
分判商為節省成本，投放在安全方面的資源往往較少。因此，
總承建商必須加強對分判商的監管，在可能情況下盡量限制分
判層數，實施有效的監察和監管，令吊運安全措施得以嚴格遵
從。此外，結果亦顯示，地盤以外的吊運地方較多出現欠缺風
險評估的情況，而在非地盤地點主要是以貨車吊機進行吊運工
作；而即使受訪者在地盤進行吊運，亦沒有為所有吊運工序進
行風險評估，只有約七成有風險評估，其餘三成均沒有。

在吊運工作前必需先進行風險評估。

   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對僱主及吊重機械操作員的宣傳推廣及教育，強調風險評估的重要性。由於流動式起重
機的流動性大，吊運環境變化較大，我們建議簡化風險評估步驟和內容，例如操作員可使用「檢查表格」確認是
否已採取法例要求的安全措施。這樣可增加風險評估的靈活性和鼓勵前線操作員在起吊前進行自我安全「評估」，
減低意外機會。

閃失事故多，吊運安全要正視

   11宗意外當中有10宗為沒有引致受傷的閃失事故，而只有1宗引致自己及他人受傷。結
果反映，絕大部分涉及流動式起重機的意外都屬閃失事故，而這些閃失事故大多涉及物料下
墮，並與前線操作員未有在吊運前做好安全措施有關，例如未有將負荷物固定好而在吊運過
程中墮下。
   在實地安全視察時，我們發現有三成的埋碼工人在起吊前未有檢查纜索及塞古有否破
損，以及有兩成半人的埋碼方法不正確（沒有確保負荷物是否已經被固定好等）。由此可
見，部份操作員對吊掛方法的認識及對吊具的檢查確有存在不足之處。雖然在閃失事故中無
人受傷，但若問題未被正視，絕對有機會造成嚴重意外，因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所有閃
失事故必須匯報及紀錄，以便進行意外調查。僱主可以考慮設立閃失事故的呈報機制，以獎
勵形式鼓勵員工呈報事故，建立良好的匯報文化，及早消除危害以減少發生嚴重意外。

安全措施未能貫徹執行，操作員安全意識及知識薄弱

   是次調查顯示，在非地盤（如路邊、回收場、碼頭／岸邊）工作及操作貨車吊機的受訪
者比在地盤及操作履帶或輪胎式起重機的受訪者明顯較少採取吊運相關的安全措施，反映在
地盤以外地方工作的受訪者的安全意識較為薄弱。部份操作員更對「吊運安全系數」存在誤
解，認為負荷物超重亦問題不大，情況值得關注。
   針對受訪者的吊運知識，我們在調查中向他們詢問了四條關於安全吊運的基本操作問
題。結果顯示，接近一半的受訪者（47.7%）未能正確回答，當中由分判商聘請的受訪者所佔
的比例明顯較多。由於四條題目都是操作員在日常吊運中經常需要面對的問題，若未能正確
處理，會增加意外發生的風險，所以，操作員的吊運知識仍有待加強。此外，在非地盤工作
及操作貨車吊機的受訪者亦顯著較多表示不清楚或起重裝置沒有刻上安全操作負荷（SWL），
顯示他們的吊運安全意識不足。因此，我們必須提高他們的吊運安全意識及知識，即使在地
盤以外的地方，亦必須貫徹執行各項吊運安全措施。
   因此，我們建議僱主或負責人應加強監察安全措施的落實情況，透過定期進行安全巡
查，確保前線的操作員在吊運時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僱主亦需為員工制定合適的吊運工
作安全指引或程序，並加強對員工的監管以確保他們有遵守及確切執行這些指引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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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安全視察的危險情況以及人為失誤因素

   在實地安全視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不安全的吊運操作情況。吊運的危險
情況多與操作員的不安全行為有關（或沒有做妥安全措施），屬典型的人為失誤。要
減少人為錯誤，可以透過教導員工使用「指差呼稱」的技巧，改善他們因疏忽做錯、
遺漏或忘記而引起的意外，例如忘記確保支撐架完全伸出或吊運時按錯按鈕等。透過
「指差呼稱」能夠加強員工的警覺性，能有效減少人為錯誤所導致的意外。然而在是
次調查中，有接受起重機操作員安全訓練的271名受訪者，當中只有約百分之六曾接
受「指差呼稱」訓練，顯示「指差呼稱」的應用在業界並不普遍。因此我們建議在吊
運業界大力推廣「指差呼稱」，例如於吊運前檢查、吊運工作中及吊運後鬆解起重裝
置前等程序應用「指差呼稱」。另外，我們亦建議業界多運用危害識別活動、工作安
全行為觀察、工作安全氣候指數等工具，減少員工的不安全行為。

推廣「指差呼稱」消除吊運人為失誤

總結
   是次調查讓我們了解到流動式起重機操作員現時的職安健狀況、工作及意外事
故情況，以及他們的職安健知識、意識及行為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業界在吊運安
全方面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例如吊運工序的風險評估不足，安全措施不足，吊運
安全知識不足等。另外，調查亦發現，流動式起重機的意外大多數涉及物料下墮的
閃失事故，而且原因多與前線操作員未有在吊運前做好安全措施有關，例如未有將
負荷物固定好和吊掛方法錯誤等。此外，結果亦顯示，在非地盤工作（如路邊、回
收場、碼頭岸邊）、操作貨車吊機、自僱及由分判商聘請的操作員之安全表現，均
較在地盤工作及操作履帶和輪胎式起重機和承建商聘請的操作員差。因此，我們建
議僱主或負責人應為吊運工作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並制定安全施工方案及程序。
同時，操作員的安全意識及知識仍有待加強，我們必須深化吊運安全的培訓，令吊
運安全措施能夠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貫徹執行。另外，對於閃失事故我們絕不能掉以
輕心，必須建立良好的匯報文化及呈報機制。對於吊運時的人為失誤，建議可透過
推行「指差呼稱」、工作安全行為等，提高吊運操作員的安全警覺性，減少吊運意
外的發生。

註：表格中「總數」帶有*號，
表示回應人數與訪問總人數有
偏差，是由於部份受訪者未能
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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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公幹的職安健

僱 主 篇

香港不少企業與內地及海外公司有不同的業務往來，僱員不時需要前往外地公
幹。僱員身處外地時除了要注意自身安全外，僱主亦應為僱員做好出發前的準備
以及提供適當協助，確保僱員在外地公幹時的安全和健康。今期「綠十字」將由
僱主角度出發，介紹公司委派員工到外地工作時應注意的職安健事項，包括出發
前的準備、公幹期間及回港後需要留意的地方。

出發前的注意事項

   在安排僱員於外地公幹時，僱主首先要考慮員工的安全和健康，包括以下各項要點：

目的地之安全性

保險及緊急程序

員工的個人健康

行程安排

   例如是目的地有否出現傳染病爆發或暴動，留意
政府發出的旅遊警告，盡量避免派員工到疫區或政
治動蕩的地區。如有需要，僱主應考慮延遲行程。此
外，有些地區可能要求入境者注射疫苗，例如進入某
些非洲和南美洲國家時需要出示國際預防黃熱病注射
注證明書。如有需要，僱主應為到當地公幹的員工安
排注射疫苗（例如甲型及乙型肝炎、黃熱病等）及提
供所需要藥物。

   僱主委派員工到外地工作時，除考慮員工的工作
能力外，亦應考慮該員工的健康狀況。如員工健康
欠佳或患有急性或慢性疾病，應避免委派其到外地工
作。病患會因生活及氣候環境變化，舟車勞頓、長途
跋涉而容易在旅途中發作。因此僱主需要考慮被委派
員工的個人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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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應為員工辦理有關簽證或所需手續，以及購
買有關保險和安排緊急醫療服務，更要為員工提供尋
求緊急支援的方法。僱員亦應查核旅遊證件或工作證
件的有效日期及預早取得所需簽證。此外，僱主亦應
為員工提供通訊設備，例如是漫遊電話卡或隨身wifi服
務等，方便與員工保持聯絡。僱主亦應為員工提供目
的地聯絡人資料及聯絡方法，確保員工在出發前已與
對方溝通良好。

   僱主應為員工制定適當的工作安排，行程及工作
不可過分緊密，應考慮時差及預留足夠休息時間。此
外，亦應為員工提供適當住宿安排，住宿地點應安全
且盡可能交通方便，減少員工不必要的負擔。僱主可
以為員工制定公幹行程表，內容包括乘搭的航班、入
住酒店、需要的交通工具、主要逗留地點及其聯絡方
法等。

調節身心狀況

   建議僱主確保僱員在出發前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以應付於外地公幹時的長時間候命及工作，避免對身
體造成影響。僱員在日常生活中亦應培養運動習慣、
均衡飲食及有規律的作息時間。

交通旅程中的注意事項

目的地之風土人情、天氣預告

   僱主可提供有關公幹地點的基本資料以供僱員參
考，例如是天氣、當地節日及假期、飲食、禮儀等需
要注意的事項。

久坐不動損健康

其他健康問題

— 穿著以天然物料製成的鬆身衣服乘搭交通公具時；

— 咳嗽：機艙中的致敏原、乾燥空氣、煙霧、臭氧等
都會令乘客咳嗽情況惡化。以手帕掩著鼻子呼吸或
佩戴口罩，可有效減少咳嗽；

   僱主應提醒僱員前往外地時，要遵守交通法例及有
關的安全措施，例如扣上安全帶等，減輕交通事故發生
時所造成的傷害。僱員如在公幹時長時間乘搭交通工
具，有機會造成深層靜脈血栓或其他相關的健康問題，
影響健康。因此，僱主應提醒外出公幹的員工：

— 準備一雙舒適的鞋，有助舒緩因長期坐下而引致的
足部輕微腫脹；
— 建議最少每隔一小時走動一下，讓靜脈血液流通及
腿部肌肉收縮，促進血液運行，亦可於座位上進行
一些腿部伸展運動；
— 考慮穿著尺碼合適的壓力襪；
— 喝大量清水，避免飲用咖啡及酒精飲品。因咖啡及
酒精飲品利尿，容易導致身體脫水，令血液變得濃
稠；及
— 如感到不適或病情加重，應盡快尋求協助並通知
公司。

地區時差

   如僱員需要前往較偏遠地區，並需乘搭長途機橫
越多個時區，便有機會遭受時差問題困擾，影響身體
的自然節奏、生理及睡眠週期等。僱主應在安排公幹
行程時預留足夠的休息時間，例如在出發前往另一時
區前，應安排員工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另外，僱主亦
可向員工作出相關提示，例如：

   乘客容易交通旅程上感覺不適，而對病患的影響
尤其為大。如果情況嚴重，僱員應向交通工具上的服
務員尋求協助，並於到埗後盡快通知公司。

— 脫水：機艙中空氣的濕度比正常低約10%至20%，
乾燥的空氣會使口腔、喉嚨、眼睛和皮膚乾澀。可
考慮食用喉糖，塗潤膚劑等，至於配戴隱形眼鏡的
人士可多滴眼藥水；
— 作嘔：機艙內的低氣壓會令朋腸胃內的空氣膨脹
20%至30%，令人容易有作悶或作嘔的感覺。登機
前及在機艙內應減少進食和避免喝有氣飲品；
— 頭痛：疲倦、空氣氧份低及氣味等因素都可能引
致偏頭痛或各種頭痛，建議於頭痛發作時才服用
止痛藥；
— 頭暈：一般頭暈症狀都不會對身體構成大礙，
只需安慰患者及讓他們躺下，患者將會慢慢康
復過來；
— 耳痛：如在機艙內感到耳痛，
是因為隨著高度變化，耳朵內
氣壓失去平衡所致。可嘗試吞
嚥或打呵欠以舒緩耳痛。

— 盡量多喝水及避免酒精飲品；
— 避免服用安眠藥，如有需要，應先徵詢醫生意見；
— 在橫越數個時區後或身體還未適應時差時，應盡量
避免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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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事項

INSURANCE

   僱員在乘搭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時，都應該注意及遵守有關安全事項。於乘搭
飛機時，因有關的安全資訊會不時更新，僱員需留意機艙人員向乘客示範的逃生
方法、使用救生衣等事宜，以策安全。此外，僱員遇到緊急事件時，應保持鎮靜
及根據安全指示處理。同時僱主應向僱員提供醫療及資金等協助。

抵埗後的注意事項
適應新環境

   面對陌生環境再加上時差及工作緊張，在外地公
幹的員工會容易產生壓力、焦慮及疲倦。抵達目的地
後，員工應向僱主滙報，而僱主應關心員工的心理和
健康問題，提供適當協助。

當地交通安排

   僱主應為在外地公幹的員工安排所需交通；如不
可行，則應為員工提供使用當地公共交通工具的方法
和注意事項（如交通規則等）。僱主應資助員工的交
通費。

工作安全

   僱主應為員工在外地工作提供相關的工作安全指
引，如使用機器設備、危險物品等，並確保員工在開
工前已接受足夠訓練及工作時遵守相關的工作守則。

治安及意外事故

   建議僱主盡可能為員工支付交通及住宿費用，避免
員工需要攜帶大量現金，並提醒員工要小心存放和處理
財物。如不幸遇上意外，如遺失證件、失竊、打劫、遇
襲或因天災人為事故而受傷，應保持冷靜，立即通知公
司，員工如果受傷應立即到就近醫院求診。僱主應提供
處理意外事故及突發事件的程序，為員工安排緊急醫療
服務及為員工提供尋求緊急支援的方法。

回程中的注意事項

   回程時的安全健康事宜和出發時的措施大致相同。如行程受阻或延誤，員工應即時通知公司，如有需要，僱
主應為員工安排額外食宿及提供資金等。
   回港後，員工容易因舟車勞頓和時差等問題感到疲勞不適，僱主應適當安排及調配工作，並提供足夠的休息
時間，讓員工可以盡快恢復體力和健康，投入工作。若員工回港後出現發熱、腹瀉或嘔吐等病徵，應及早求醫並
告知醫生曾經到訪的地區，僱主應多關懷員工及提供所需要的協助。

結語

   總括而言，僱主安排員工到外地公幹時，除考慮員工的工作能力外，
亦應多加考慮員工的安全及健康，出發前準備充足並與員工和目的地聯絡
人溝通良好，擬定公幹行程表和應變措施；往返途中提醒員工注意安全，
返港後適當安排員工工作及提供足夠休息時間。僱主及僱員自然都能安心
公幹、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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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源自生活
   中華煤氣配氣操作部科技發展工程師何俊耀在介
紹這四項自家研發的「職安健新法寶」時指出，要
維修及更換地下的煤氣管，工人需要破開路面的混凝
土，開鑿大約一至兩米深的坑。傳統上，工人需要利
用風砲鑿開地面。「一般操作情況都是單靠人力去
完成提舉、固定、搬動等動作。這不但要付出較多體
力，對員工的腰背負荷也較大。而且長期重複這些動
作，或會導致勞損等問題。因此我們從攝影器材的穩
定器中獲得啟發，研發出適合在工地使用的機械臂。」
（圖一）機械臂的結構和原理十分簡單，主要有三部
分：吊帶，用來捆綁不同工具，譬如風砲、油壓砲、
風鑽等；中間就是一個強力彈弓，它與底部的油壓底
座相連，用作調校彈弓載重的力量，以及穩定整個裝
置。當油壓積積得越高，相對彈弓的調校距離越長，
當中的提升輔助力就會越高。

職安健文化注入創意
   2016年本港建造業有3,700多宗工業意外，其中
約一成七與人力搬運有關。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簡稱：中華煤氣）推行「道路工程安全全面提升計
劃」，由細節著手，從研發工具輔助工友進行人力搬
運工作，到提升貨車尾板操作安全等一應俱全；而且
計劃更為他們贏得第十六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大獎
「安全改善項目」金獎。中華煤氣企業健安環及保安
總監鄺超靈表示，希望繼續透過科技改善工作環境，
保障員工安全及健康之餘，又可以提升行業整體形
象，讓更多年輕人投入建造業。

   「使用機械臂時，工人只要用吊帶將風砲綁在機
械臂，再踩油壓積就可調校輔助力，讓機械臂承擔大
部份的力量。工人現時使用的風砲是25公斤，有了這
裝置卸去部份風險的重量，工人只需用5公斤的力量操
作風砲，節省體力同時，亦可減低勞損。」有工人更
分享表示機械臂更可減低他們受傷的機會，因為利用
風砲鑿開地面時，不時會出現鑿空的情況。沒有機械
臂輔助之前，如有突然的下墜力，很容易傷及工人的
腰背，但是機械臂現在就能給予穩定的作用，減低這
種意外的發生。

   煤氣喉管遍佈全港，要鋪設、更換及維修長達三
千公里的喉管，中華煤氣每天有近百個道路工程在
香港大小道路上進行。「不少工地意外與人力搬運有
關，因此在引入新科技之餘，亦透過『小創意』改良
工具針對工地的日常操作，希望能減低工人勞損和意
外發生。」中華煤氣表示「小創意，大改善」是其理
念所在，公司斥資數十萬元提升工人在工地交通、機
械操作、人力提舉及職業健康四大層面的職安健，當
中四項經過改良和研發的產品已經在公司內應用並廣
受好評。

（圖一）工人使用機械臂可節省
體力和減少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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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科技輔助
   除了針對開鑿等工序，搬運是工地最常見的工
作，而煤氣公司的創新團隊就研發了氣動吸泥機（圖
二）和電動運泥車（圖三）去輔助工人，減低他們在
長期進行體力勞動工作中所面對的勞損。「除了煤氣
管道，地底同時埋藏了電纜、水管等公共設施。工人
開鑿到接近這些公共設施時，一般需要使用細工具撥
開泥沙，才可以處理煤氣管。而且工人還需用人手將
泥沙由坑內傳遞上坑頂，他們的手部及腰背都要承受
較大的負荷。而研發氣動吸泥機的原因，就是希望工
人能直接在坑面拿著吸管探落坑底吸泥上來，完全不
需要彎身入坑去把泥沙提取上來。」
   在研發初期公司曾嘗試購買工業用吸塵機去解決
這問題，但在工地實際應用時就發現吸泥力量不足。
於是，團隊決定自行改裝，在吸泥機的筒身內製造負
壓狀態，以此產生更大的吸力用作吸泥。「氣動吸泥
機每五分鐘就能吸滿一筒約八十公斤的泥沙，比從前
人手慢慢清理節省不少時間和減少人力搬運。而且它
是連接風機推動，即是不需要用電，避免接近煤氣管
時候會產生火花引致意外。」

（圖二）氣動吸泥機
可減少人力搬運
和加快效率。

   電動運泥車是加裝了輔助輪、電力推動，以及油
壓積的改裝運泥車。工人使用舊款的獨輪車時，需
要人手把它提起，再向前行，因為力距的問題，操作
者都需要承受一定重量，不但有三、四十公斤的提升
力，還有向前行的加速力。「希望使用有輔助輪和電
動裝置的電動運泥車，可以幫工人減輕需要長期提起
再前行這動作所帶來的負擔。」另外，在卸泥時，工
人需要做一個向上提起車身的動作，這個提升動作也
需要不少力量。「當工人提起車身卸泥時，電動運泥
車的油壓積就會稍為給予輔助力協助他們提起車斗。
現在卸泥時，工人就可以採用兩段式的翻斗動作，先
由積筒翻到去接近四十五度，然後再按實際需要再向
前推或推高運泥車斗，可以有效減少提舉的幅度，也
減輕工人手腕勞損的情况。」

（圖三）電動運泥車提供動力，
可減少人力提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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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尾板車加裝監察鏡頭和
感應器，可提升尾板操作安全。

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
   道路工程種類繁多，涉及不同類型的工序，當中運
輸也是重要一環，而近年意外頻生的貨車尾板操作也是
煤氣公司創新團隊重點研究的課題。項目負責人表示：
「去年年中開始，我們就在尾板車加裝監察鏡頭和感應
器（圖四）。尾板操作員可以透過監察鏡頭，立刻看到
尾板周圍的實時情況。如看見有危險或覺得不適合繼續
操作時就可立即停止。」除了監控器之外，尾板還加設
了一個感應器，如果有物件出現在感應器範圍，尾板就
會停止升降或開合，以防事故發生。
   今年公司更在尾板外圍及當眼位置安裝上LED提
示燈，當車尾的感應器感應到尾板下來，LED燈就會
不斷閃爍。「不僅是為工人提供完全工作環境，同樣
也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特別是在天氣不佳、較暗
環境，或是黃昏時份，其他道路使用者（如司機）
容易忽略尾板的存在，所以我們在貨車的尾板及小
型客貨車的後門加裝LED提示燈。當尾板下降或在使
用中，LED燈也會自己閃動。以此提醒其他道路使用
者，注意這方面的安全情況，從而希望減少這類意外
的事故。」現時中華煤氣大約130部尾板車和小型貨
車都安裝了LED燈（圖五）。而與中華煤氣合作的承
辦商也陸續進行安裝。長遠來說，這些設備的提升，
將可以在改善工人安全之餘，亦可提高工作效率，達
致雙贏。

（圖五）安裝了
LED燈的小型貨
車，既可提升工人
安全，亦可保障其
他道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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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黃大仙安全社區

由良好職安健管理做起
   聖母醫院與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多年來均致力在黃大仙區推廣安全和健康意
識，且更為黃大仙區獲認證為安全社區起了支援作用。在2016年，這兩所醫院更
與九龍西醫院聯網一起再次獲得「國際安全工作場所」認證，其良好職安健文化
一直備受讚譽。今期《綠十字》邀請到這兩間醫院為我們分享一些職安健心得，
讓大家了解如何能在日常管理中有效建立安全工作環境及提升員工職安健意識。

信任與溝通
   香港安全社區計劃下有四大支援計劃，其中包括「國際
安全工作場所計劃」，應用行之有效的傷患預防計劃，推
廣職業安全及健康，確保所有僱員及可能受工作場所活動影
響的任何人士，能在一個安全及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和活動。
聖母醫院行政總監黃德祥醫生指出，醫院過往已在職安健各
方面做了紮實功夫，而再次獲得「國際安全工作場所」認證
是對醫院健康和安全表現的一種肯定。「聖母醫院一直非常
重視提升員工的職安健意識，不僅是從硬件上升級如添置電
動床，協助病人移動的吊機、合規格的梯台等，更積極參與
推廣職安健活動計劃，如『好心情@健康工作間』、『國際
安全工作場所計劃』等。希望藉此提升醫院職安健水平。同
時，客觀的認證也有助提升員工和病人對我們推行職安健的
信心。」
   黃德祥醫生更指出，推行職安健最常遇到的困難就是信任與
溝通的問題。管理層希望為員工建立安全工作環境，推行措施時
要確保員工清楚目的及盡可能設計簡單。他更以聖母醫院所推行
的「紅點系統」為例子，解釋讓員工容易明白和操作的重要。「
我們醫院的前線員工不時需要扶抱行動不便的病人，我們已增添
不同儀器輔助，減低員工肌肉及關節勞損風險。但在硬件配合以
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員工職安健意識。所以，由2011年開始，
我們引入和推行澳洲『紅點系統』。這是一個以一到四粒紅點去
分級對病人行動能力作出評估的機制。簡單易明的設計讓前線員
工一看便明白，扶抱不同程度行動不便的病人時，需要用甚麼輔
助，抑或需要其他人協助。」

協助病人移動的天花吊機

聖母醫院引入澳洲的「紅點系統」
對病人活動能力作簡單分類，利便評估扶抱需
分類的「紅點系統」：

   「紅點系統」設計簡單，讓前線員工容易明白，但在推
行時也需要花資源對員工進行培訓及耐心講解。黃德祥醫生
表示：「不少前線員工可能已經有多年工作經驗，對於被要
求要改變工作習慣不理解甚至抗拒。因此，推行任何職安健
措施時也需要耐心向他們講解，讓他們明白到工作環境職安
健水平提升最終得益的是員工自己。所以，每次有新計劃推
行時，我們在籌備階段已經向員工收集意見，希望上下一
心，共同做好職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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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與聖母醫院一起再次獲得「國際安全工作場所計劃」認證的，還有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身為一所旨在提供
跨科復康訓練計劃，讓病人重新融入社會的醫院，在如何推廣職安健意識方面亦有自己的一套心得。東華三院黃
大仙醫院資深護士劉愛鸞指出，「以人為本」是成功推行職安健措施和在工作場所培養職安健文化的關鍵。「因
為最後落實執行措施的始終是前線員工，所以讓他們清楚明白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員工不僅是了解操作步驟，
更要讓他們明白這些措施，如何能夠提升工作環境職安健水平，以及減低他們受傷的機會。院方非常重視員工的
入職培訓，不但在入職時有詳細的守則講解，工作初期也有資深員工負責監督。至於，對於較資深的員工，每有
新措施推行時，我們也會很早開始宣傳，藉此了解員工的反應，再配合舉辦工作坊、講座等，用時間和耐心讓員
工徹底明白職安健的重要。」
   相比聖母醫院從澳洲引入「紅點系統」，
黃大仙醫院也為方便前線員工迅速能評估病人
行動能力設計了一套簡單機制。不同醫院會為
不同類型的員工選擇出適合他們的職安健措
施。作為一間提供復康計劃的醫院，黃大仙醫
院也在多年前便為行動不便的病人設計了一套
簡單的行動能力評估機制。評估機制分三級，
而且每級都有圖畫指示。是否需要其他人協
助，抑或要儀器輔助都在圖示中清楚列明，而
前線員工也反映機制對他們日常操作有很大的
幫助，所以就一直沿用至今。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設計了一套能迅速評估病人行動能力的系統

   除了有新措施推行外，劉愛鸞護
士強調推廣職安健文化，還需要向員
工的日常方面入手，「以人為本」的
意思是希望做好工作環境的職安健，
能夠由每一個員工的自身做起。「我
們亦會推行很多活動如職安健問答比
賽、有關職安健的同樂日等。甚至夥
拍其他醫院舉辦「職安健體適能大比
併」的運動會，不僅是透過比賽鼓勵
員工多做運動，而員工在比賽中有關
體適能的數據如心跳、耐力、柔軟度
等都會被紀錄下來，賽後有專人為他
們分析，讓員工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狀
況。相比苦口婆心勸說要多運動，我
們相信讓員工身體力行了解自己才是
更有效的方法。」
九龍西醫院聯網獲認證為「國際安全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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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頻道

香港人愈來愈注重身體健康，經常都會聽到身邊朋友分享炮製營養豐富的餸菜心得，又會
聽到他們會到不同地方進行運動或健身等等。然而，這是否就代表香港人的健康狀況正在
不斷改善？
衞生署於2017年11月發表了一份於2014至2015年度進行的香港人口健康調查報告，發現
香港人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膽固醇的人口比例相對10年前有上升趨勢。同時亦發現
市民進食蔬果不足或飲酒等習慣亦有惡化跡象，反映香港人的生活習慣仍有待改善。事實
上，生活習慣與健康息息相關，而改善生活習慣，最基本可以從飲食及運動方面入手。

我們可按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建議的比例，從日常飲食中攝取均衡營養，再加上
恆常運動來維持理想體重，促進身體健康以及有效預防與飲食有關的疾病，例如高
血壓、心臟病、中風、骨質疏鬆症癌症等。

油、鹽、糖
吃最少

肉、魚、蛋及代替品
每天5至8両

奶類及代替品
每天1至2杯

1杯 = 240毫升

水果類
每天最少2份

1份 = 1個中型水果（如橙或蘋果）

蔬菜類
每天最少3份
1份 = 半碗熟菜

穀物類
每天3至8碗

1碗 = 250至300毫升

每天應喝6至8杯流質飲品 包括清水、清茶、奶、清湯

一杯 = 240毫升。水份來源：清水、清茶、奶（脫脂奶較健康）、清湯等。

資料來源：衞生署
GREEN CROSS VOL.27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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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應進行最少150分鐘（2.5小時）中等強度
的體能活動。
如選擇劇烈的體能活動，每星期應進行最少75分
鐘（1小時15分鐘）。
•每星期應進行最少3天體能活動。

每星期最少要有非連續的2天進行肌肉強化
活動。
• 強化主要肌肉群，例如腿部、臀部、背
部、胸部、腹部、肩膀和手臂。
• 針對每組肌肉群的動作各重覆8至12次。

•每節體能活動應維持最少10分鐘。
•可靈活結合中等強度和劇烈的
體能活動。

• 急步行

•競走、緩步跑或跑步

• 在平地或微斜的道路踏單車

•登高或爬山

• 包含投擲與應接的體育活動
（例如乒乓球和排球）

•跳繩

•提舉重物或做橡筋帶運動

•於平地踏單車（時速超過每
小時20公里）

•掌上壓

• 水中帶氧體能活動
• 交際舞和排舞

•健身操或劇烈地跳舞

•嘗試在未來一周進行以下肌
肉强化活動：

•仰臥起坐

•快速地游泳或作長途游泳
•需要經常跑動的體育活動
（例如籃球和足球）

進行這類活
動時，仍能
說話但不能
唱歌。

與中等強度體能
活動相比，劇烈體
能活動需要較多體
力。除非停下來呼
吸，否則說不出完
整句子。

資料來源：衞生署

想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需要養成個人
良好且持之以恆的生活習慣。這除了有
助減少身體出現毛病外，長遠亦可減少
公眾對醫療體系的需求，從而減輕社會
負擔，對個人以至整個社會都有裨益，
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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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局一直致力確保在職人士的安全及健康，當中更針對不同行業，
推出各類訓練課程及工作坊，讓不同行業的人士參與，其中包括:
- 在職人士的健康飲食 (EAT)
- 建造業員工的工作健身操工作坊 (SECO)
- 文職人員的工作健身操工作坊 (SESW)
- 大笑瑜伽減壓工作坊 (YOGA)
讀者如欲尋找其他職安局相關的課程及訓練，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ListTopic.asp

職安健科學 身體平衡與防跌

職安健科學

身體平衡與防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 (WHO 2016)，在全球70億人每年約有42.4萬人因跌倒而死亡，為
第二大非故意傷害死亡原因，僅次於道路交通意外。而每年因跌倒而需要進行治療的個案亦高
達3,730萬宗，反映跌倒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另外，根據2016年勞工處統計數
字顯示，「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的意外數字為10,983宗，佔所有工作地點之職業傷
亡個案總數30%，冠絕所有意外類別。因此，跌倒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職業安全問題。
跌倒的成因眾多，包括外在及內在因素。外在因素主要與環境有關，例如地面濕滑不平、光線
昏暗不足及雜物堆放阻塞通道等；而內在因素則較多涉及個人的身體狀況及機能，例如健康問
題、視力下降、身體平衡與協調、肌肉強度、力量及柔韌性減弱等問題。美國預防服務專責小組
(USPSTF) 證實，透過運動或物理治療能夠改善我們的平衡協調，有效減低跌倒風險達13%。
因此，針對外在環境因素，僱主必需保持良好的工作場所整理，積極消除導致滑倒絆倒的來
源，減少意外發生。而本期《綠十字》將會集中講解人體平衡協調的原理，並針對內在個人因
素，建議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簡單進行的平衡鍛練運動，幫助提升個人平衡能力。

身體平衡的原理

   平衡是指我們透過改變自身重量的分佈，來穩定身體位置或防止移動時跌倒的能力。平衡可分為
靜態 (Static balance) 及動態 (Dynamic balance) 兩種，靜態平衡是指維持固定動作的能力，能夠幫
助我們在站立時保持身軀挺直；動態平衡則指保持運動中的姿勢或在失衡情況下恢復平衡的能力，能
夠幫助我們預測移動時的身體改變而作出反應來維持姿勢。兩種平衡都是透過將身體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保持在我們的身體支撐基底 (Base of support) 範圍內，以達致平衡效果。因此，重心高度、
支撐面大小及重心在支撐面的位置等因素，均會影響身體的平衡穩定性 (圖1)。
A 穩定性較B低
(高重心)
及重心在
支撐基底內

B 穩定性較高
(低重心)
及重心在
支撐基底內

C 穩定性最低
(低重心但重
心在支撐基
底的邊沿)

重心
重心較低
圖1. 身體重心位置對我們平衡
穩定性的影響

支撐基底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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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基底

重量

支撐基底

重量

   保持身體平衡需要身體的不同系統同時發揮作用，包括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腦部
及脊髓)、前庭系統 (腦部及內耳)、視覺系統 (腦部及眼睛) 以及我們的本體感覺，然後
由肌肉及骨胳將大腦傳遞的指令及脊髓反射 (spinal reflexes) 轉化成動作輸出。圖 2 展
示出身體不同系統的相互作用以幫助我們達致平衡。

感覺輸入

輸入綜合整理

前庭系統
平衡、空間位置、
旋轉及直線運動

動作輸出

小腦
平衡、運動協調
大腦皮質
思考、記憶

前庭眼球反射

本體感覺
觸覺資訊

平衡

運動脈衝
控制眼睛移動

視覺系統
視覺資訊

腦幹
綜合及整理
感覺資訊

圖 2. 不同身體系統在
平衡時的相互作用
(參考來源:
Vestibular Disorders
Association 2008)

運動脈衝
姿勢調整

單腳站立測試 (Unipedal Stance Test)
   讀者可按以下指示進行簡單的平行測試，了解自己現
時的平衡能力與相應的年齡基準數值的差異。
1. 先脫下鞋及襪子，雙腳站立於堅硬平坦的地面上，並將
雙手交叉放在胸前。
2. 當進行張眼測試時，雙眼集中望向正前方的一點;而當進
行閉眼測試時，在提腳前先將雙眼閉合。
3. 提起其中一腳(右或左腳)至離地15厘米高，另外一腳作
支撐。(注:提起的腳不能觸碰到支撐腳)
4. 由另一人在旁幫忙計時。當測試者的腳開始離開地面
時，便開始進行計時。
5. 當測試者出現以下情況，計時便會終止。
a) 移動胸前雙手
b) 移動提起的腳(包括靠近或遠離支撐的腳或觸碰地面)
c) 移動支撐的腳(例如在地面轉動)

年齡組別 (歲)
18 - 39
40 - 49
50 - 59
60 - 69
70 - 79
80 - 89

女

平均值 (秒)
(張眼測試)
43.5

平均值 (秒)
(閉眼測試)
8.5

男
女

43.2
40.4

10.2
7.4

男
女

40.1
36.0

7.3
5.0

男
女

38.1
25.1

4.5
2.5

男
女

28.7
11.3

3.1
2.2

男
女
男

18.3
7.4
5.6

1.9
1.4
1.3

性別

表1. 不同年齡層在張眼及閉眼單腳站立測試的基準數值。
(資料來源: Springer et al. 2007)

d) 在進行雙眼緊閉的測試中打開雙眼
e) 測試時間超過45秒
6. 張眼及閉眼測試交替進行(即張眼>閉眼>張眼或閉眼>張
眼>閉眼)，每個測試各自重覆3次，並記錄每次成功站立
的時間。
7. 在每次測試之間，可以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以防止肌肉
疲勞。

張眼測試

閉眼測試

8. 將3次的時間相加然後取平均值。根據自己的年齡與表1
的相應年齡組別作比較。
大約
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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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科學 身體平衡與防跌

提升平衡的體能活動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的身體反應及動作會逐漸退化。一般在踏入30歲後，肌肉強度便會開始減弱，影響
我們的平衡能力。適當及恆常的運動能夠減慢甚至重塑肌肉的強度及力量。以下是一些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進行的簡單平衡運動，有助提升平衡能力:
(作者按：請穿著合適鬆身的衣服並在安全平坦的地方進行以下平衡運動。因應個人身體情
況，調節每項動作的重覆次數。若感到平衡困難，建議在有穩固物或有人在旁作扶持的情
況下進行。如不確定是否合適進行以下運動，請先咨詢家庭醫生。)

單腳站立
1.站在一張穩固的椅子後，雙手*握著椅背，然後用單腳(左或右腳)站立。
2.維持單腳支撐動作10秒以上，然後把腳放下。
3.重複以上動作10至15次。
4.換另一隻腳作支撐，重複以上動作10至15次。
5.每隻腳各自重覆以上支撐動作10至15 次。

*剛開始時，可先以雙手扶
著椅子作支撐。如能力許
可，可遂步增加難度，先
試以單手、然後一隻手
指、甚至不用扶著任何倚
靠物來進行。如仍能穩固
地站穩可以嘗試閉上雙眼
單腳站立。

維持10秒

維持10秒

參考影片: Go4Life Exercise－Stand on One Foo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5d4tTXW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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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跟抵腳尖行走
1. 將一隻腳的腳跟
移到另一隻腳的
腳尖前。腳尖應
觸碰或幾乎觸碰
到腳跟。
2. 選定前方一點，
並集中注視這一
點，穩定地向該
點移動。
3. 以腳跟抵腳尖的
方式，向前行走
20步。

參考影片: Go4Life Exercise－Heel-to-Toe Wal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GKdFf3qv4

平衡走動
1. 舉起雙臂至與肩
膀同一高度。
2. 選定前方一點，
並集中注視該
點，穩定地向該
點移動。
3. 向 前 沿 直 線 行
走，行走時將後
腿提起。保持提
起姿勢1秒後再向
前踏。
4. 兩腿交替提起，
向前行走20步。

維持1秒

維持1秒

參考影片: Go4Life Exercise－Balance Wal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OBIEOobCE

結語

(參考來源: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我們的反應及平衡能力會隨著年紀增長而逐漸遞減，缺乏定期的體能活動或運動會加
快甚至提早退化速度。因此，盡早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並針對身體平衡進行訓練，將能
夠在身體失衡時更迅速地作出反應及有效減少跌倒的風險。
參考資料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Fact Sheet: Falls. Available: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44/en/. Accessed 20 May 2017.
Harvard Health Publications (2014). Better balance: Easy exercises to improve stability and prevent falls. A Harvard Medical School Special Health Report.
Harvard Health Publications, Boston: MA.
Vestibular Disorders Association (2008). The Human Balance System – A Complex Coordination of Central and Peripheral Systems. Available:
http://kernodle.duhs.duke.edu/wp-content/uploads/2013/07/Human_Balance_System-1.pdf. Accessed 20 May 2017.
Hoffman, S.L.G. How Does the Balance System Work?. American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Section on Neurology. Available: https://www.nwh.org/media/
file/how_does_the_balance_system_work1.pdf. Accessed 20 May 2017.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Balance Exercise. Available:
https://nihseniorhealth.gov/exerciseandphysicalactivityexercisestotry/balanceexercises/01.html. Accessed 20 May 2017.
Springer, B. A., Marin, R., Cyhan, T., Roberts, H., & Gill, N. W. (2007). Normative Values for the Unipedal Stance Test with Eyes Open and Closed.
Journal of Geriatric Physical Therapy, 30(1),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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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急救常識知多啲－外部出血的處理方法

工作場所急救常識知多啲

外部出血的處理方法
員工在工作時不慎被鋒利工具／機器刺傷、割傷或受到嚴重撞擊，均可能導致
身體受傷而大量出血。而出血則可分為外部或內部兩種。外部出血容易被察
覺，因血液流出體外，但內部出血則較難辨識。
出血是指血管壁受損或破裂以致血液外流。傷口是人體皮膚或組織的損傷，通
常會有出血現象，如處理不當，會導致傷勢惡化或傷口遭受細菌感染。
傷者若出現大量外部出血，應留意以下徵狀及作出急救處理：

檢查傷口狀況，留意有否
嵌入異物
提升傷肢，使其高於心臟以減慢流血速度

視乎受傷的部位，將傷者安置於恰當位置。

使用直接／間接壓法施壓*，以繃帶包紮
傷口，制止出血；盡快送院救治。

如頭部或上肢受傷，安排傷者坐於地上或椅
上；如下肢受傷，安排傷者臥於地上。
*直接壓法

太緊，
包紮，但不可
後以繃帶施壓
然
，
口
傷
蓋
用敷料遮
阻；
血液循環會受
否則肢體末端
料包紮；
傷口上再加敷
液滲透，可在
血
被
料
敷
果
。
如
才可進行包紮
厚敷料墊好，
以
應
，
況
情
若傷口有骨折

急救人員必須穿戴膠手套及使用敷料，以防止直接接觸傷口的血液而受到感
染。若當時未備手套或敷料，則可使用清潔的塑膠袋代替手套及使用臨時敷料
施壓，如情況許可，請傷者自行覆蓋傷口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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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壓法

可輔
能成功止血，
法後，如仍未
動脈
的
間
在施行直接壓
臟
點與心
方法是在出血
點施
壓
脈
以間接壓法。
動
稱
此又
血液通過，因
便足以
鐘
施壓，以減少
分
10
5至
情況下，施壓
壓法。在一般
血。
，從而協助凝
出
令血液減少流

參考資料：
香港醫療輔助隊編製的
「實用急救手冊」(2011
年修訂版)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寰宇職安動態速遞

°N33
33No

中國《安全生產法》宣傳周活動
   《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2017年安全生產宣傳教育工作要點》指出，從2017年起將每年
12月的第一個星期（12月1至7日）訂為《安全生產法》宣傳周，透過積極宣傳安全生產法律
和法規，營造健康穩定的安全生產法治環境，提供安全生產法治保障。
請瀏覽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1356/2017/1122/298757/content_298757.htm

歐洲健康工作間推廣運動2018 -19 的焦點－危險物質管理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 已公佈其2018-19年度健
康工作間推廣的焦點為「危險物質管理」，藉此提升員工對危險物質的安全意識和培養工
作間的危險物質管理及意外預防文化。此外，也會加強提供資訊予較高風險處理危險物品
的員工。EU-OSHA將透過實務指引及配套協助機構推廣相關主題。
請瀏覽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osha.europa.eu/en/healthy-workplaces-campaigns/future-campaigns

美國舉辦「僱員的全面健康」國際研討會
   國際全面員工健康研討會將於2018年5月8至11日在美國馬利蘭州的貝塞斯達 (Bethesda,
Maryland) 舉行，會議由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主
辦，主題為「工作與幸福：如何在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下能夠提高安康」。屆時來自學術
界、勞工界、商界和政府的專家將會進行交流並探討促使工作場所實現更安全健康的環境，改
善全球員工的健康和福利。
請瀏覽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s://www.twhsymposium.org/

第9屆中國國際安全生產及職業健康展覽會
   第9屆中國國際安全生產及職業健康展覽會將於2018年9月3至5日在中國北京舉行，並
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際交流合作中心主辦，為不同行業提供人類與科技相結合
的整體解決方案，為參加者展示安全防護的新科技、新產品和新趨勢。中國國際安全生產
及職業健康展覽會已經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先進安全生產技術、裝備和解決方案的優質展
示交流平台。
請瀏覽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

http://www.sino-safework.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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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焦點

最新海報 —『識飲識食 有營之道』和
『開展恆常運動之旅』
   本局最近推出了兩張有關健康飲食和鼓勵恆常運動的海
報，介紹健康飲食的原則和不同強度的運動的小貼士。希望
透過海報上的訊息，促進個人健康的飲食習慣和領略恆常運
動的好處。
請瀏覽以下網址下載有關的海報資料或
到本局辦事處索取：
www.oshc.org.hk/tchi/main/osh_info/
publications/poster/index.html

假期前後工作安全 — 密閉空間
工作安全
   假期前後往往是大部份行業最忙碌的日
子。根據過往發生的一些嚴重意外事故分
析，假期前後亦是各行業發生意外的高危時
段。一些風險較高的工作例如密閉空間工
作，在假期前後應特別提高警惕，做好安全
措施，以確保假期前後的工作安全。職業
安全健康局將於2018年1月23日舉辦公開講
座，並邀請勞工處代表講解在假期前後進行
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要求。
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請傳真至2151 7438或
電郵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新增課程 —
安全使用貨車尾板（管理人員）訓練課程
   貨車尾板是物流貨運業十分普遍的輔助搬運設備，由於
貨車尾板的用途廣泛，操作方法看似簡單，但若忽略當中
的安全操作要點，隨時可造成嚴重後果。根據現行職安健法
例，僱主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提供及維持安全的作
業裝置例如貨車尾板、相應的安全工作系統，以及提供所需
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等。本課程旨在為物流貨運業和
運輸的行業管理人員例如車隊負責人，提供職安健訓練，以
加強他們對貨車尾板操作的安全管理和督導知識，有效地執
行相關職責。

請瀏覽以下網址了解有關課程資料：
https://eform.oshc.org.hk/
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
asp?TopicID=1&CouID=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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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筋骨勞損公開講座（吊運從
業員）
   吊運機械操作員因長時間進行重複性動
作，容易引致肌肉筋骨勞損，受影響的身體
部位包括上肢、下肢、頸部和背部等。為提
高吊運從業員對肌肉筋骨勞損的認識，職業
安全健康局將於2018年1月30日舉辦公開講
座，並邀請勞工處職業健康護士及中國香港
體適能總會代表向大家講解肌肉筋骨勞損的
成因及預防方法，以及示範伸展運動。
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請傳真至2151 7438或
電郵seminar@oshc.org.hk
預留座位。

個案分析

一名報紙印刷廠工人在
操作清潔溶劑混合及
輸送系統時被嚴重燒傷

A WORKER WAS SERIOUSLY BURNT
WHEN HE WAS OPERATING A CLEANING SOLVENT MIXING AND
DELIVERY SYSTEM
IN A NEWSPAPER PRINTING FACTORY

勞工處  LABOUR DEPARTMENT

事故概要
   一名工人（下稱死者）在報紙印刷廠地下的操作
室內工作時，不幸遭遇火災及爆炸意外，全身嚴重燒
傷，兩日後傷重不治。

       事發情況
   當死者在利用一台清潔溶劑混合及輸送系統（下
稱系統）將兩種化學品混合成清潔溶劑時發生爆炸，
當場全身被嚴重燒傷，兩日後傷重不治。

    調查結果
1. 該系統的用途是將化學品混合。混合物會經喉管被泵
送到並儲存於一樓的供應缸內，工人會由供應缸提取
混合物，用以清潔印刷機器的滾筒及其他部件。
2. 該兩種化學品為火水及一種由苯、甲苯、正庚烷及
己烷混合而成的液體（下稱混合液體），在操作室
內分別盛載於兩個獨立的金屬桶內。該系統會透過
喉管分別將火水和該液體吸進密封的金屬混合缸內
進行混合工序。
3. 火水及混合液體的閃點分別為攝氏43度及10度以
下。火水及混合液體均為易燃物質，而混合液體更
加是一種揮發性化學品。

5. 輸送系統已使用了超過8年，不但從來未有進行定
期檢查，更曾有兩次滲漏報告而需要進行維修。混
合缸的封蓋邊緣出現銹漬，顯示濕氣和空氣可透過
封蓋及混合缸之間的焊接位進入，相信封蓋及混合
缸之間的連接位置並沒有有效地以焊接封密。當混
合缸進行加壓操作時，裡面的揮發性易燃溶劑霧氣
會從裂縫滲出。
6. 兩個沒有封蓋的化學品金屬桶和混合缸內的揮發性
易燃霧氣會在操作室內與空氣形成易燃的混合物而
造成一個危險的環境。
7. 當易燃液體在喉管內流動時會產生靜電，當電荷不
斷累積時有可能引起放電引爆。有足夠能量的火花
有可能會燃點起易燃液體的霧氣及空氣混合物。
8. 一個安裝在操作室內的電子顯示器有部份電子零件
外露。這些外露的部份具危險性，因為其產生的放
電情況有可能是一個潛在的火源而引起火警。
9. 在場的工人包括死者在內，均有使用電子通訊裝
置進行溝通，基於該裝置是一個潛在的火源，在
處理揮發性易燃化學品時使用這些電子裝置同樣
具危險性。
10.基於上述各項因素，操作室內的易燃霧氣有可能與
操作室內的空氣混合，結果被火源燃點而釀成火
災。在起火的操作室內，空氣隨著泵的操作被抽進
金屬混合缸內，火焰可能因此被引進缸內並點燃裡
面的易燃液體，最後產生爆炸。

4. 兩個盛載不同化學品的金屬桶並沒有蓋上，而金屬
混合缸的封蓋及側板沒有有效地以焊接密封。金屬
桶和混合缸溢出的易燃霧氣，特別在系統運作時，
會充斥於操作室環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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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預防措施

(6) 應妥善保養操作室內的清潔溶劑混合及輸送系統和
所有裝置；

   須為負責混合和輸送清潔溶劑的工序，設置及保
持一個安全的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以保障有關工人
的安全和健康不會受到危害。該安全工業裝置及工作
系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7) 應為所有工人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指導及訓練，
以確保他們均熟悉安全工作程序及相關的安全措
施；及

(1) 由合資格人士負責為清潔溶劑混合和輸送系統及相
關工序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從而識別作業系統
的潛在危害；並根據風險評結果，制定安全施工方
法、程序及預防措施以減低所有潛在危害；
(2) 應由合資格人士經詳細考慮物料、工序及器材的安
全方面後，設計一個易燃液體混合物的安全系統。
例如盡量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應以不揮發及非
易燃的高閃點液體來取代清潔印刷機的溶劑；
(3) 在可能有易燃氣體存在的工作室內，禁止安裝及使
用電子設備，應該考慮使用設有特別保護，如結構
上是安全和密封的設備。輸送易燃液體的工序在運
作時，應確保所有金屬容器（或其導電物件）均已
同樣接駁地線，以減低產生的靜電電荷；
(4) 應設置機械通風系統稀釋由作業系統產生的易燃霧
氣，以及將盛載易燃液體的容器有效地完全封蓋，
從而避免易燃霧氣在室內累積；
(5) 應禁止在可能存在易燃氣體的室內使用電子設備，
包括手提電子裝置，因為電子設備有可能成為火
源。應在當眼處張貼禁止火源（例如「吸煙、明
火、電子儀器包括手提電話及對講機」）的警告標
誌及告示，向操作室附近的工人傳遞安全訊息；

46

綠十字第27卷6期

(8) 應建立並實施一套有效的監察及控制系統，以確保
工人嚴格遵循所有安全預防措施。

        相關適用法例
1.《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2)(a)條 —工業經營的
東主應設置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是安
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2.《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2)(b)條 —工業經營的
東主應作出有關的安排，以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量確保在使用、搬運、貯存和運載物品及物質方
面，安全和不致危害健康。
3.《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2)(c)條 —工業經營的
東主應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在
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確保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
的所有的人健康及工作安全。
4.《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2)(e)條 —工業經營的
東主應為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的人提供及保
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
康的工作環境。

4. The two drums of the said chemicals were uncapped. Moreover,
the cover and side plates of the metal mixing tank were not
effectively sealed by welding. Flammable vapour from the drums
and the tank could escape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operation
room, especially when the system was being operated.
5. The system had been used for more than 8 years, but no periodic
check had been carried out. Tank leakage problem had been
reported twice where repairing work was necessary. Rusting
marks along the edges of the tank cover were found, indicating
that moisture and air could penetrate into the welding joints
between the cover and the tank sides.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joints between the cover and the tank sides were not sealed by
welding effectively. Volatile flammable solvent vapour in the
tank could seep into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welding joints,
in particular when the tank was pressurized in the pumping
operation.
6. The volatile flammable vapour from the uncapped chemical drums
and the tank could form flammable vapour-air mixtures in the
room creating a hazardous environment.

Incident
   A fire and explosion occurred in an operation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
newspaper printing factory when a worker (the deceased) was working therein.
He sustained serious burn injury and passed away two days later.

Circumstances
  When the deceased was preparing a cleaning solvent mixture from two
chemicals by using a cleaning solvent mixing and delivery system (“the system”),
an explosion took place. The deceased was seriously burnt and passed away two
days later.

Findings and Observations
1. The system was used for mixing chemicals. The mixture was pumped
up to a service tank on the first floor through piping for storage. Workers
tapped the mixture from the service tank and used the mixture to clean
rollers and parts of the printing machines.
2. The two chemicals, i.e. kerosene and another liquid being mixture of
Benzene, Toluene, n-Heptane and Hexane (“the liquid”), were contained
in two metal drums separately in the operation room. The kerosene
and the liquid were sucked into the enclosed metal mixing tank of the
system by hose for mixing.
3. The flash points of kerosene and the liquid were respectively 43oC and
below 10oC. Kerosene and the liquid were both flammable substances,
the liquid was also a volatile chemical.

7. When flammable liquid flowed through a pipe, electrostatic
charges would develop. The charge accumulated and might
cause incendiary electrical discharges. It was possible that
sparks of sufficient energy would ignite the vapour-air mixtures
of flammable liquid. The metal mixing tank appeared to be
earthed but there was no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bonding was
set up between the tank and drums to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potential difference, which might pose potential fire
hazard in the handling of flammable liquid.
8. Some electric component parts of an electrical monitor unit
installed in the operation room were exposed. The exposed
electrical parts could be hazardous because it was possible
that electrical discharges in the components could be potential
ignition source to trigger a fire.
9. Workers including the deceased used electrical
intercommunication device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hen handling volatile flammable chemicals, using such
electrical devices could be hazardous due to its potential
sources of ignition.
10. Based on the above, it was possible that the flammable vapour
in the operation room had formed a flammable mixture with air
and was ignited by an ignition source and started a fire. When
external air was drawn into the metal mixing tank in pumping
ope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 fire in the room, the flame of the
fire could be carried into the tank and started the burning of the
flammable liquid inside the tank resulting in an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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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Recommended
   A safe plant and a safe system of work for the mixing and
delivery of the cleaning solvents sha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of the workers concerned. The
safe plant and the safe system of work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cleaning
solvent mixing and delivery system with its associated work
process shall be perform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system operation. Based on
the risk assessment outcome, safe working methods, procedur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inimize all the risks of the
potential hazards;
2. A safe mixing system for preparation of flammable liquids mixture
should be design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n the safety aspects of the materials, process and equipment used.
For example, liquid of high flash point which was non-flammable and
non-volatile should, as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be adopted as
an alternative of cleaning solvent for the printing machines;
3. Electrical equipment should not be installed or used inside the
room where flammable atmosphere may present. If the situation so
required, special types of protection, such as intrinsically safe and
enclosed type equip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flammable liquid, metal containers (or other conducting
objects) involved should be properly earthed and bonded together
to reduce the build-up of electrostatic charges;
4.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should be provided to dilute
flammable vapour arising from the system operation and the
containers of flammable liquid should be effectively capped, so as
to avoid the accumulation of flammable vapour in the atmosphere
inside the room;

5. Electrical equipment including portable electrical devices which
were possible sources of ignition should be prohibited to use inside
a room where flammable atmosphere may present. Warning signs
or notices of no such ignition sources (such as smoking, naked
flame, electrical devices including mobile phones and walkietalkies) should be prominently displayed to disseminate the safety
message to the workers near the room;
6. The cleaning solvent mixing and delivery system and all installations
inside the room shall be properly maintained;
7. Necessary safety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shall be
provided to all workers involve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safe work procedures and respective safety measures;and
8. An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shall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o ensure that all safet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re
strictly followed.

Applicable Legislation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1. Section 6A(2)(a)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provide and maintain plants and systems of work that a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of the
persons employed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2. Section 6A(2)(b)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make arrangements for ensuring,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afety and absence of risks to healt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
handl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 of articles and substances.
3. Section 6A(2)(c)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as is
necessary to ensure, so far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he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of all persons employed by him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4. Section 6A(2)(e) - The proprietor of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shall provide and maintain a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all persons
employed by him at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that is, so far as is
reasonable practicable, safe, and without risks to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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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
的安全規定
   當處理船上貨物或進行海上建造工程時，包括吊
運貨櫃或貨物、協助安裝組件或興建工序等，都會經
常使用到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因此，有關這些器具
的安全建造、維修、測試及操作規定均尤其重要。
   根據香港法例《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548章
第2條，「起重裝置」指在本地船隻上為進行與工程有
關連的提升或降下而使用的起重機、絞車、吊重機、
吊桿、腳架起重機、挖掘機、打樁機、拔樁機、叉式
起重車或其他自動驅動的機器，及其他種類的起重裝
置、吊桿箍及桅箍、鵝頸形管、有眼螺栓，以及吊
桿、桅桿或甲板的所有其他固定附件。
   「起重機」指設有機械設備用以提升和降下負荷
物與用以運輸懸吊中的負荷物的任何裝置；亦指在該
裝置操作中使用的所有鏈條、纜索、轉環或其他滑車
（並包括吊鈎），但不包括 (a) 在固定軌道或繩纜上行
走的吊重滑車； (b) 藉著引帶或平台藉以移動負荷物的
堆叠機或輸送機；或 (c) 移動或挖掘泥土或礦物而沒有
裝置抓斗的裝置。
   「起重工具」包括在船隻上與工程有關連的情況
下使用的鏈條、纜吊索、帆布吊帶、吊貨網、吊貨
盤、吊貨板、箱、粗繩、單套繩、吊桶鈎或其他支承
貨物的用具，以及該等用具的附件，包括環、鏈環、
鈎、板、夾鉗、鈎環、轉環、有眼螺栓、繫帶、橫
梁、吊架、纜索及鋼纜。

海事處

一般安全規定
   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的機械構造及設計均屬良
好，由堅固妥善的材料製造，且無明顯欠妥之處。必
須妥為保養，處於安全的操作狀況，並妥為裝設及裝
置，以供安全和恰當的使用。有足夠的安排固定和牢
固起重裝置，以確保其安全。不得負荷超逾適用於該
起重裝置或起重工具的安全操作負荷。

安全檢驗
   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必須於初次使用前及定期由
合資格檢驗員及合資格的人進行各式測試、檢驗及檢
查。合資格檢驗員指根據《工程師註冊條例》（第409
章）註冊而註冊界別屬輪機及造船或機械，或由海事
處處長指明的國際船級社協會正式會員的機構所委任
的人任。合資格的人指有足夠能力進行檢查或其他特
定工作的人。符合海事處處長指明格式的起重裝置及
起重工具登記冊內，必須附有相關檢驗證明書及載入
檢驗詳情，並備存於船隻上。

安全操作負荷及本身重量標示
   用作起重的起重機、人字吊臂及滑輪組上，必須清
晰地標示其安全操作負荷。至於鏈條及鋼絲纜吊索，則
可使用附著的壓塊或環圈，以數字或字母標示其安全操
作負荷。每個抓斗、起重橫梁、起重架、真空起重或磁
力起重設備如不構成任何起重裝置的必要部分，但被用
作起重工具，均必須清楚標示其本身重量。

起重機及起重裝置的人員
   起重機操作員必須年滿18歲，持有及於工作時隨
身攜帶有效的船上起重機安全訓練課程證明書。其他
起重裝置的操作員必須年滿18歲，曾受訓練並有足夠
能力操作該起重裝置。當起重裝置的操作員未能清晰
無阻地看到進行吊運的地方，便必須僱用信號員。

GREEN CROSS VOL.27 NO.6

49

船上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的安全規定

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登記冊內的表格
起重裝置

測試及檢驗

由合資格檢驗員於初
次使用前及每4年進
行，並簽發表格二
[絞車、人字吊臂及其
配件工具適用]；
或表格三
[其他類形起重裝置及
其附件工具適用] 。

徹底檢驗

由合資格檢驗員每12個
月進行，並填寫表格一
第一部份 [人字吊臂及人
字吊臂、桅杆及甲板的
固定附件適用]；

起重工具
(鏈條、鋼絲纜吊索、環、鈎、
鈎環、轉環或滑輪組)

起重工具 (鋼絲纜索)

由合資格檢驗員於初次使用前
進行，並簽發表格四 [滑輪組
適用]；

由合資格檢驗員於初次
使用前進行，並簽發表
格六。

或表格五 [鏈條、鏈式吊索、
纜吊索（纖維纜吊索除外)）或
類似的工具、環、鏈環、鈎、
板、夾鉗、鈎環、轉環、有眼
螺栓、抓斗及吊籠適用] 。
由合資格檢驗員每12個月進
行，並填寫表格一第三部份第
一頁。

不適用

由合資格的人每3個月進行，並
填寫表格一第三部份第二頁。

由合資格的人每3個月進
行（如有鋼絲斷裂，改為
每個月進行）， 並填寫
表格一第四部份。

或表格一第二部份
[起重裝置及其配件工具
（人字吊臂及其固定附
件除外）] 。
檢查

不適用

參考資料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

第548 章

第548 I章

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8

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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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登記冊
（本地船隻適用）

www.mardep.gov.hk/en/forms/pdf/md63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