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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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午餐講座 2017.6.14



前 言

 隨著香港樓宇老化，
裝修及維修工程有所增加，
而涉及這些工程的意外時有發生

 過往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的致命意外
個案，佔建造業的意外總數約四成，
其中多於一半的致命個案涉及從高處
墮下，其中有不少是從少於兩米之處
墮下所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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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公司經常直接負責或協助業主/

租戶處理物業公用部分的裝修及維修工程，
部份工程亦會涉及高處工作及電線接駁等
較高危工序，例如：大廈外牆和內部的修
葺及清潔、污水渠或食水管的維修及更換
和電力工程等

 若沒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而引致意外或
造成嚴重/死亡事故，除危及工人的安全和
健康外，亦會造成工程延誤、影響公司商
譽及物業價值等，物業管理公司更有機會
要為相關的訴訟及索償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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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裝修及維修工程-意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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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總數

受傷個案宗數 1,164 1,132 1,064 1,127 1,039 5,526

致命個案宗數 9 11 8 7 5 40

人體從高處墮下
的致命意外宗數 6 9 4 5 4 28

總數 1,173 1,143 1,072 1,134 1,044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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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及維修工程
涉及人體從高處墮下的致命意外

 超過半數渉及工人在
進行棚架的搭建、拆
卸和更改或在棚架上
工作期間

 從棚架或外牆高處工
作所引致

7



裝修及維修工程
離地工作的致命意外

 從梯子墮下也可致命

 甚至從少於兩米處墮下

 原因：沒有使用合適工
作台進行裝修及維修工
作(例如：天花批盪、
電線安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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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及維修工程
電力工作的致命意外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總數

致命個案宗數
(觸電或接觸放出的電流)

3 0 2 1 1 7

電力工作安全是不容
忽視的

原因：帶電工作導致
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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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裝修及維修工程意外
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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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意外帶來的影響

 若物業公用部份或業主/租戶單位內
發生人命傷亡的工程意外會：

工程延誤甚至停工，造成不便

意外陰影，產生不安情緒

影響公司商譽

間接影響物業價值



意外及工傷事故可能引起的
意外賠償、醫療費用、保險
附加費及法律訴訟等額外費
用，對與工程有關的人士
（包括：小業主、法團、物
管公司）帶來巨額的損失。

工程意外引發其他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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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後索償案例
香港仔某酒樓在大廈1樓
簷蓬進行拆卸魚缸工程期間，
該簷蓬連同僭建在其上的魚缸一同塌下，
造成公眾人士1死及13人受傷的意外。

結果，法院裁定死傷者家屬獲三千二百多萬元
賠償，並由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單位業主、酒
樓東主及持牌人、工程承建商、物業管理公司
等攤分負責。

其中，物業管理公司因未有履行物業管理的責
任，須負責15%，即大約五百萬元。

最後,物業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請清盤及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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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常見的工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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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安全訓練

工人須曾接受建造業
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
並持有有效的證明書
(俗稱「平安咭」或
「綠咭」)

須檢查證件的有效期

15



有效保險單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所投購的有效
保險單，俗稱「勞保」。(註:一般勞
保並不包括高風險工作，如棚架工人)

有效第三者保險及/或工程保險

工程施工前，業主/物管公司可要求
承建商出示有效勞保及第三者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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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高處工作安全
維修工程多涉及外牆高處工作，
如：修葺外牆、更換窗戶、分
體式冷氣機、及水管等工作

外牆高處工作須使用合適的工
作台，常見的有：
1) 竹棚架
2) 懸空式竹棚架(吊棚)
3) 金屬通棚架
4) 吊船
5) 升降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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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建築物設計各有不同，應在有需要時尋求專業人
士意見，為工人提供及確保他們使用合適的工作台



工作平台

竹棚架工作平台的例子

合適橋板及底護板

竹棚架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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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棚工作安全-1
外牆高空工作多會使用吊棚

吊棚應設有穩固支撐 (如斜撐、
I-型狗臂架或T-型狗臂架)

斜撐應以外牆的陽台、窗台
板或大橫杆支撐，不得以樓
宇的裝飾結構支撐

承托着吊棚的每個狗臂架，
必須裝上三顆或以上的繫穩
螺絲，以確保吊棚的承托能
力和穩定性

狗臂架必須裝上
最少三顆
繫穩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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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棚工作安全-2
棚架的搭建、拆卸和更改，必
須由曾經接受過訓練，並有足
夠經驗的撘棚工人，在「合資
格的人」監督下進行

在進行棚架的搭建、拆卸、更
改和在吊棚上工作時，工人必
須穿上安全吊帶，並繫於：

 穩固的繫穩物(如羊眼圈)

 連接到獨立救生繩上的防墮
裝置

獨立救生繩及
防墮裝置

安全吊帶

表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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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架表格五
 由合資格的人檢查棚架及簽發報告

「表格五」，証明安全後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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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練的工人及合資格的人

曾受訓練的工人：獲
「建造業技能測試證
明咭(竹棚工)」，具
一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合資格的人：獲「建
造業技能測試證明咭
(竹棚工)」，具十年
或以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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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的用途和限制

梯子的設計是用作上落用途

不應使用梯子進行離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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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工作台

梯台

功夫櫈

離地工作安全

窄身的梯級不利工人站於
其上進行工作和保持平衡

一般梯子沒有圍欄等的防
墮設備，工人容易從梯子
失足墮下，造成傷亡

須使用流動工作台、梯台、
功夫櫈等合適的工作台，進
行離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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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安全帽並繫緊帽帶

避免在工作期間或從高處墮下
時，安全帽意外地移位或鬆脫，
從而減低工人墮下時對頭部所
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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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行期間，工人須
配戴安全帽並繫緊Y型
帽帶，以充分發揮安全
帽對頭部的保護作用



電力工作安全

須由合資格「註冊
電業工程人員」
(即「註冊電工」)
進行電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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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是否符合工程級別

檢查證件的有效期



致命電力意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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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作安全-1

須採取有效措施，確
保已安全隔離電源，
避免帶電工作

使用電氣設備前應檢
查其插頭/電線，如
有損壞，便不可使用，
並應盡快更換

不可使電力負荷過多，
以免發生火警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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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作安全-2

緊記:
關電源
上鎖
張貼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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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安全

使用易燃物品時(如：「天拿
水」、地板油等)，不可同時進行
有機會燃點易燃物品的工序

必須有良好通風

妥善存放易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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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業管理公司應採取的
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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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物業管
理公司（僱主）有責任確保其僱員在進
行裝修維修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包括：

須提供、維持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作
業裝置及工作系統（例如：提供合適工
作台進行離地工作）

須提供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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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向所有申請進行裝修及維修工程的住
宅/商户的業主/租客（上游持份者）發放
有關職安健資料和刊物，以提高他們的
職業安全意識

 希望透過他們，令其處所（即住宅單位
及商場商鋪）內的裝修及維修工程符合
安全施工標準，以免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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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承建商或工人申請進行工程時，物
管公司應：

向他們派發有關的職安健資料和刊物

提醒他們所帶來使用的設備必須符合安
全規格，特別是涉及高風險離地工作必
須使用合適工作台，配戴安全帽和繫緊
帽帶。



35

 在選擇工程承建商時，應選擇既符合法
例，又注重安全的承建商

 當外判工程時，除派發有關的安全資料
和刊物，於合約加入條文規管承建商和
工人，必須遵守香港的職安健法例

 敦促工程負責人加強安全措施，以保障
工人工作安全，避免發生意外



檢查工程設備/證件/施工安全
 監管及控制由承建商和工人所帶來使用
的設備，必須符合安全規格(例如：不
應使用梯子進行離地工作)

 拒絕未能出示有效證件工人進入/施工

 在日常巡視工程進度時，留意施工安全
措施是否足夠。如發現安全措施不足，
應即時要求工人停工及改善情況，從源
頭令危害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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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電話
勞工處職安健查詢熱線

2559 2297

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

2542 2172
辦公時間: 星期一 至 星期五

上午9:00 至 下午6:15 

(所有投訴均會絶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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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優質的職安健管理和支援
服務，既可確保施工安全，避
免意外發生，又可提升物業管
理公司之專業形象和服務質素，
有利整個業界的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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