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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莫貪快 
安全放心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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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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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程因常常要處理重型物料、存放材
料、堆壓 及挖掘土壤，而需廣泛地應用負荷
物移動的機械如搬 土機、推土機、壓土機、
挖土機、鏟車等。操作這些 機械和其他重型
機械一樣都有相當的危險性。從近年有關操
作機 械所造成的嚴重意外，便可見一斑。因
使用負荷物移動機械不當 而引致的意外包括
機身翻側、墮坑、撞傷或壓斃工人等。這類
意外大都是因為缺乏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的
安全工作制度、機械的 維修保養欠佳、操作
員的訓練不足，及工人對安全措施欠缺認識 
等。 

負荷物移動機械 
 



負荷物移動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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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外成因: 
 
• 被移動中的負荷物移動機械碰撞 
• 上落機械時墮下 
• 上落斜坡時失控  
• 夾於車身與固定物之間 
• 機械翻倒  
• 機械觸及地下設施  
  （如電纜、煤氣喉、水管等）或架空電纜  
• 操控桿誤入排擋 
• 機械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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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物移動機械 

5 

 操作前主要注意事項  

1. 確認人車分隔或車輛通道 

2. 確保操作員視線無阻如設置倒車鏡/閉路電視等 

3. 制定車輛管制和車速限制 

4. 有危險的路堤、挖掘工程及坑槽的邊緣，須加
設圍欄及警告告示 

5. 在架空電線附近工作，須加設龍門架及告示 

6. 安排地盤交通及訊號管理，例如提供閃燈或旗
號給負荷物移 動機械及其他車輛、提供反光衣
及制定通訊方法以協助傾泥 操作的工人 

7. 若在斜坡上操作搬土機，搬土機須裝上翻滾保
護構件及設置 操作員安全帶設備 

8. 啟動前檢查所有操控桿鈕、各種系統如制動系
統、傳動系 統、動力轉向系統、引擎冷卻劑及
氣壓系統等是否滲漏 

雙月刊 2021 /09 



負荷物移動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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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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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暑 
派發掛腰式風扇 
應對酷熱天氣下工友工作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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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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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暑 
派發太陽擋 
及寶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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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模範分包商奬 
ED/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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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公德地盤嘉許計劃 
K1499.B-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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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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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商工地安全表現會議 

中地與CIC協辦泥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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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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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CCTV 以加強對
地盤範圍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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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蠔灣 MIC 工地 



加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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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航拍機 以加強對
地盤範圍監控 



安全警示(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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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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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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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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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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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山公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今日（6日）下午3時許，粉嶺軍地
龍馬路一個興建公屋地盤，據報一名72歲男工人工作期間，一個長10米、闊1
米工字鬆脫甩，並擊中他的頭部，他受傷昏迷。救護員接報將傷者送往北區
醫院，惜經搶救後不治。警方初步調查，案件列工業意外。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男工被一支在泥坑內拆除期間墮下的工字鐵擊中，
處方已即時派員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並已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
知書」。 

工友指同時拆除閘板及工字頂 工字鐵墮下擊中事主 
        一名工友陪同事主送院，他透露，今早管工安排事主與另一名同事在第4
座負責移除閘板，同時另一批工友在上方移除工字頂，其間無為意下方有人，
工字鐵墮下並擊中事主，令他淌血。主任聞訊趕至，為事主急救，其後救護
車到場將他送院，惟最終不治。該名工友指出，近日地盤趕工，不時催促
「起貨」，拆除閘板及工字頂不應同時進行。工友又指，事主是一名好好先
生，人緣好，他慨歎：「晏晝先一齊食飯，有講有笑！」 

        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表示，一般移除閘板及工字頂
不應同時進行，存在危險，不能因為趕工罔顧安全，進行相關工程期間，要
清晰通知工人其他工友位置。蕭倩文補充指，由於工權會未了解現場工程進
度，現時未能確定意外成因。 

 

 

皇后山公屋地盤 
男工遭工字鐵擊斃 
工友質疑地盤趕工肇

禍 (2021-0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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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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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發生恐怖工業意外。今晨(22日)8時21分，一名男工在亦園路一
間升降台租賃公司，操作一架曲臂式升降台，將其移上一輛貨車期
間，懷疑貨車尾板斷裂，升降台重心不穩從貨車尾板上向後翻側倒
地，男工由約6米高的工作台上拋出墮地，頓即陷入昏迷。 
一旁工友見狀慌忙報警求助，待救護車到場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
救。事後升降台向後翻側停在地上，確實意外經過有待警方調查。 
屯門一名45歲男工人上周四（22日）操作升降台及移至貨車尾板時
，貨車尾板突然斷裂，升降台向後翻落，男工人由4米高墮下昏迷。
他留醫5日，情況未見好轉，至今日（26日）晚上9時41分搶救無效
，證實不治。 
事發於上周四早上8時21分，屯門藍地亦園路一個貨倉，一名45歲
姓鄭男工人操作一架流動曲臂式升降台，移上一輛貨車時，貨車尾
板突然不勝負荷斷裂，升降台向後翻落車，男子頓失平衡，從4米高
墮下重創。據知，他頭部重創腦出血，需要開腦紓緩顱內壓，連日
來在屯門醫院留醫，情況危殆，惜今日撒手塵寰。 

屯門男工 
操作升降台 
由6米高墮地 
(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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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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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今晨（18日）發生奪命工業意外，兩名修樹工人登上升降台修剪
樹木時，升降台吊臂突然折斷，結果釀一死一傷慘劇。55歲姓曾女工
被困於升降台及半空，救出送院後不治，另一名46歲姓陳男職員亦肋
骨骨折。 
中科工程董事總經理、建築工程師潘焯鴻質疑有關工程涉及系統性失
誤，他提出多項質疑，包括吊臂車未有完全伸出支重腳撐、涉操作吊
臂的工人有否持所需牌照、以及涉事吊臂有否經過非法改裝或維修。
康文署表示涉事升降台的最後檢查日期是今年3月20日，它在過去一
年並無故障紀錄，並未有經過改裝。 

(2021.08.18) 修樹奪命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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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分享（非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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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公益慈善 
截止報名日期： 18 Oc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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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參與，共襄善舉 



任何中地及分判員工皆可參加，請將答案交予項目安全人
員，答中而被抽中將可獲得豐富獎品。 

1. 如操作員的視線受阻，必須尋求誰協助為安全操作而發出指揮
訊號？ 

      a) 僱主 b) 途人            c) 管工或訊號員 

 

 

2. 把負荷物移動機械停泊在平地，那一項是離開前必須做的事？ 

a) 拔去啟動匙交主管保管好       b) 把啟動匙藏在坐位下      

c)  留在機上 

 

3. 那一項不是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的危害？ 

     a) 被機械碰撞         b) 機械翻倒         c) 缺氧 

 
 
 
 

---------全刊完--------- 

參考資料 ： 勞工處/ 職業安全健康局/ 建造業議會/ HK01 
製作 ： 中地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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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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