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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分判商安全分享會 
雙月刊 201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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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份 – GE/2017/29              
家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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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份 – DC/2017/05 
家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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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土力工程部斜坡改善工程項目GE/2014/03合約榮獲以下
獎項: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地安全大獎2017“金獎”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獎項 
土木工程拓展署 (CEDD)一直是中地的重要合作夥伴，
最近由CEDD 頒授的獎項更加給我們莫大鼓勵，使我
們更加努力為提供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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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土力工程部污水泵房工程項目CV/2016/08合約榮獲以下獎項: 
  1)土木工程拓展署工地安全大獎2017“金獎”/ 工地安全創意大獎2017 “優異獎” 
  2)創意工程安全大獎“優異獎” 

 

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獎項 雙月刊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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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獎項 

第24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 

1) 非公務工程－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 
  公德地盤獎－銀獎 
2) 模範工友獎 
3) 模範前缐工地監工獎 

 東鐵綫斜坡改善工程第五期甲   
 

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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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獎項 

第24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得獎花絮 

雙月刊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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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推廣活動獎項 

第24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得獎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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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獲邀於研討會上分享承建商良好工地安全措施 – 

員工關愛行動家訪計劃 

 

建造業安全周-研討會 雙月刊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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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安全周嘉年華2018花絮(2018年5月27日) 

 

大會現場設有多個攤位遊戲、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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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直擊本司派出代表進行的接力競技賽活動 

雙月刊 2018/07  

上下一心為中地參賽健兒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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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安全推廣活動 
第十九屆建造業安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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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署高層探訪工地 

雙月刊 2018/07  

渠務署高層到訪合約編號：DC/2017/05工
地了解實際情況，盡顯關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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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016/10 - 安全推廣日2018 
雙月刊 2018/07  

AECOM聯袂中地於2018年6月19日合辦“安全推廣日2018” 

派發防中暑六寶給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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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中暑健康講座 
 

雙月刊 2018/07  

CV/2016/08工程項目組邀請 
大塚制藥(香港)公司到工地講解防中暑健康 

知識，讓各員工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06-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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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中暑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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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出席講座人士均獲發水壺一個及樽庄寶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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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天氣下工作安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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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天氣期間，每天填寫熱壓力評估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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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天氣下工作安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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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冰涼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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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天氣下工作安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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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清涼飲用水及經常派出發含電解質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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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天氣下工作安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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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闊邊帽 
提供合適及充足降溫措施如風扇及帳篷 



24 
24 

創新安全研討會 (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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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非常榮幸再次獲建造業議會邀請於創新安全研
討會中介紹本司一些工地安全作業模式、得獎經驗
和創意創新思維分享，於分享會上再次代表公司感
謝 建造業議會、發展局、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等多過政府部門或團體或機構對
本司的支持及鼓勵，令本司由上而下各職級的員工
明白同心協力做好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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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修訂＜安全帽的揀選、
使用及保養指引＞ 

雙月刊 2018/07  

這次修訂的重點是清楚訂明帽帶是安全帽的必要組成部分
而不是配件，以便為工人提供更佳的頭部保護。正確使用
帽帶是重要的，尤其是當工人從高處墮下時，帽帶有助把
安全帽保持在適當位置，防止脫落，從而加強保護工人頭
部免遭撞擊。 

經修訂的《安全帽的揀選、使用及保養指引》 剛在 2018 年      
6 月出版。有關建築地盤內須正確使用備有帽帶的適當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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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修訂＜安全帽的揀選、
使用及保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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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 (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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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荃新天地晚上10時許發生工業意外，
一名姓高(47歲)男工在2樓一間髮型屋進行
維修冷氣時，疑失足從大約4米高的人字梯
墮下，頭撼地面受傷，陷入昏迷，在場工友
見狀為他急救，並致電報警。警員及救護員
到場，將高送院救治，正調查意外原因。 

荃新天地工人爬梯維修冷氣 4米高墮地重創 

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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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 (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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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塘坑東村蓮塘口岸地盤發生嚴重工業意
外，清晨5時02分，一名姓詹(61歲)男工，
在龍山隧道南端出口（近塘坑東村）的通風
大樓二樓，操作一部起重機進行吊運電纜的
工作時，起重機意外傾側並擊中詹，以致他
頭部受傷陷入昏迷，工友見狀代為報警。 

蓮塘口岸地盤起重機傾側 工人遭擊傷頭命危 
 

6月11日 



29 
29 

工業意外分享 (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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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八鄉發生奪命意外。現場是錦上路江廈圍
一工地，據悉，該工地場主將工地分租給2間
公司，其中涉事公司維修工程車，另一間維修
私家車。下午2時許，一名姓侯（67歲）男工，
在上址維修工程車的公司修理一輛小型搬土機
時，疑搬土機突然塌下，男工人猝不及防被壓
著半身，重傷被困。 

八鄉搬土機塌下 維修男工慘遭壓斃 
 

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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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分享 (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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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試想下如果當時尾隨的車輛剎車不及會發
生什麼? 
安全駕駛  由你我做起 

挖泥車疑撞塌「龍門架」獅隧出九龍全封 

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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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問答環節  
為鼓勵員工多閱讀雙月刊內容，本刊增設有獎問答環節。只
要屬本公司員工、分判員工、工友家庭成員而答中問題者，
就有機會被抽中獲取豐富獎品。問題是 : 

 
1. 在炎熱潮濕的環境下工作，容易引致中暑。 
      下列哪一項不是中暑的正確處理方法? 
         a. 如傷病者不省人事，將他置於復原臥式  
        b. 給予熱的飲品 
         c. 用濕毛巾抹傷病者全身 
 
2. 以下哪一項是Y型帽帶比I型帽帶較好的優點? 
  a. Y 型帽帶的設計可避免帽帶與耳朵的接觸， 
        配戴時比I型帽帶更為舒適 
         b. Y型帽帶可減低安全帽受力時過度偏側的幅度， 
        於意外時可增加 對頭部的衝擊保護性能 
         c. Y 型帽帶較I 型帽帶耐用，而且可以更換 
 
3.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所指的 
       合資格檢驗員應具備哪項資格? 
       a. 註冊專業工程師 
       b. 安全主任 
        c. 安全審核員 

------------------------------全刊完----------------------------   
參考資料 ： 勞工處/ 職業安全健康局/ 建造業議會/  東方日報  
製作 ： 中地安全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