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計劃旨在提升承建商、地盤人員及工友的工作安全和健康意識；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鼓勵
採取安全的工作模式；以及透過公開比賽，表揚和嘉許在職安健方面有良好表現的承建商、地
盤人員和工友。

目的

引言

自1999年開始，勞工處每年均會與建造業的主要合作伙伴舉辦全港性的大型「建造業安全獎勵
計劃」， 藉此增强建造業界職安健意識，提升安全文化水平。一直以來，這計劃獲得有關團體
的鼎力支持和積極參與。

憑著大家多年來的努力，本港建造業的安全表現持續得以改善。建造業的工業意外數字及每千
名工人意外率，由1999年的14,078宗及198.4下降至2015年的3,723宗及39.1，跌幅分別為
73.6%及80.3%。

雖然近年意外數字及意外率有所下跌，但建造業是一門高風險的行業，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掉以
輕心。根據2015年的工業意外數字，有32.4%是屬地盤意外，僅次於首位的餐飲服務業，而建
造業致命個案則佔整體工業意外致命個案的79.2%，更為各行業之冠。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提供一個途徑讓建造業內各階層，包括承建商、工地管理以及前線工
友等共同推動提升建造業工地安全和健康的水平。因此，勞工處將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展
局、香港房屋委員會、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建造業議會、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香港機電工
程商聯會、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聯會、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及香港機電
業工會聯合會，籌辦第十八屆「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我們並計劃在本年度的獎勵計劃增設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藉此鼓勵承建商為高處作業採取更有效的安全措施，同時亦表
揚和嘉許在高處工作安全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承建商。

(II)  安全隊伍

(III)  安全工友

參賽組別

比賽以個別地盤/合約工程為單位，報名參賽的地盤/合約工程會依據其工程性質分為下列八個類別：
1. 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
2. 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3.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4. 裝修及維修工程

5.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6. 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7.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8. 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

(I)  建造地盤

凡符合報名資格參賽上述八個類別的地盤/合約工程，會自動參與競逐該類別新增的「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凡香港的建造業承建商、次承判商和地盤工作人員，均可參加是次比賽，但必須符合下列參賽資格：

參賽資格

4. 

「 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類別的建築工程，是指獲政府部門批出的建築工程。3.

地盤的建築工程須由註冊承建商或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的承建商進行。這項條件並不適用於「裝修
及維修工程」、「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次承判商」及「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類別的參賽者。

2. 

有關的建造地盤必須位於香港，比賽以個別地盤/合約工程為單位。1. 

如參加「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及「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類別的比賽，所進行的建
築工程應為期最少 6 個月（不包括保養期）。參賽地盤須於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間仍
有建築工程進行。

5. 

凡參加「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及「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類別的比賽， 均以個別地盤為單位 。
每個地盤只可參賽一次。

6. 

如參加「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及「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類別的比賽，所進行的建築工程應為期最少 8 個月（不包括保養期）。參賽地盤須於 2016 年 8 月
1日至 2017 年 3 月 31日期間仍有建築工程進行。



在進行實地評核期間，評審小組的委員將於各參賽建造地盤內揀選對工作安全有優良表現的工友，
提名他們接受「安全工友」獎。提名名單會提交工作小組審核，然後由工作小組向評判團推薦得獎
者。

「安全工友」組(III)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在2016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進行初步評審。他們會實地評核各安全隊伍
在建造地盤執行安全措施和安全管理系統的表現。評審結果會提交由各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工作小
組審核，以篩選表現較佳的參賽隊伍進入最後評審。

初步評審

「安全隊伍」組的評審工作分兩階段進行：

「安全隊伍」組(II)  

最後評審

最後評審由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在2016年12月上旬至中旬以面試形式進行，以考核參賽安全隊伍對
工作安全和健康的認識。評核結果會提交工作小組審核，然後由工作小組向評判團推薦得獎者。

獲提名「安全工友」獎項的工友，不受有關地盤的參賽資格影響。13.  

在截止報名日期前的12個月內，或在評審結果公布前的任何時間，如 地盤發生任何嚴重或致命
意外，或地盤的承建商或任何次承判商曾接獲勞工處發出的暫時停工通知書，該地盤的次承判商和
工作人員便自動喪失參加「 次承判商」及「安全隊伍」類別比賽的資格。

參賽12. 

「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
及「安全隊伍」類別比賽的參賽者，可由參加是次比賽的承建商提名，或在取得其承建商同意後自行
報名參賽。各安全隊伍及每名隊員只可報名或獲提名一次。

11. 

在評審結果公布前，如 建築地盤發生任何嚴重或致命意外，或該地盤的承建商或任何次承判商
曾接獲勞工處發出的暫時停工通知書，參賽者便會自動喪失參賽資格。

參賽10. 

在截止報名日期前的12個月內， 地盤必須沒有發生任何嚴重或致命意外，而地盤的承建商或任
何次承判商亦無接獲勞工處發出的暫時停工通知書。

參賽9. 

如參加「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類別的比賽，所進行的建築工程應以個別合約為單位。如合約有超
過一個地盤，則只有其中一個地盤可以參賽，而該參賽地盤的工人數目不可超過10人。有關建築工
程的施工期長短並無限制，但須於2016年10月18日至12月20日期間有建築工程進行。每個合約工程
只可報名一次。

8.

如參加「裝修及維修工程」及「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類別的比賽，所進行的建築工程可以
個別地盤/合約為單位，而該地盤/合約工程應為期最少3個月（不包括保養期）。參賽地盤須於2016
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仍有建築工程進行。每個地盤/合約工程只可報名一次。

7. 

評審方法

乙.「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類別的評審工作將按以下方式進行：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在2016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實地評核參賽地盤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情況
括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然後將評審結果提交由各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審核，由工作小組向
評判團推薦得獎者。

包

甲.  除「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類別外，其他「建造地盤」組比賽的評審工作分兩階段進行：

(I)  「建造地盤」 組

最後評審

最後評審在2016年12月上旬至中旬進行，由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代表為核心而組成的評審小組
負責，各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成員或其代表亦可加入評審小組。評審小組會評核參賽地盤
的實際情況包括高處工作安全表現和安全管理系統，並將最後評審結果提交工作小組審核，然後由
工作小組向評判團推薦得獎者。

初步評審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在2016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進行初步評審。他們會實地評核參賽地盤的
工作安全及健康情況包括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然後將評審結果提交由各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工作小
組審核，以篩選表現較佳的參賽者進入最後評審。



建造地盤的實地評核涵蓋下列範疇 :

評審準則

(I)   建造地盤的實地評核

安全管理系統涵蓋下列範疇 :
1. 安全政策
2. 安全組織
3. 安全委員會
4. 安全訓練
5. 安全推廣

6. 內部安全規則
7. 工作危害分析
8. 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9. 緊急事故準備

10. 職業健康保障計劃

11. 評核、挑選及管控次承判商
12. 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計劃
13. 危險情況視察計劃
14. 調查意外事故
15. 安全管理系統的檢討

(II) 安全管理系統

1. 地盤整體設計
2. 防止物料下墜措施
3. 高處工作*
4. 挖掘工程
5. 密閉空間
6. 車輛及通道的管理 
7. 工地管理

 

*今年重點評核範疇

15. 防火措施
16. 體力處理操作
17. 水上/ 岸邊建築工程
18. 個人防護裝備
19. 急救設施

 

 

10 . 其他機械的操作
11. 電力裝置及使用*
12. 棚架工作*
13. 負荷物移動機械的使用
14. 危險物質及化學品的使用

8. 衛生及福利設施
9. 起重機械及吊運工序*

查詢電話: 2852 3565      傳真: 2541 9952

報名日期: 由2016年9月21日至2016年10月11日止

結果公布

得獎者會於2017年2月獲個別通知。所有獎項將於2017年3月舉辦的 頒獎典禮暨嘉年華
會上頒發。

第十八屆

備註

籌辦機構有權因應地盤性質決定參賽組別分類，各參賽地盤不得異議。
籌辦機構保留更改比賽規則、獎項及所有其他安排的權利，無須事先通知 。參賽者
籌辦機構對獎勵計劃的各項事宜保留最終決定權。

報各手續
參加的承建商或次承判商必須符合相關的參賽資格，以個別地盤或合約單位報名參賽。

請把填妥的報名表 於截止日期前送達或傳真至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13樓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安全推廣組。

格

計劃簡介及 可向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各分區辦事處索取，亦可在勞工處網頁 www.報名表格

labour.gov.hk 下載。

每名得 工友將獲頒 獎狀一張 徽章一個。獎 現金禮券 、 及港幣1, 000元
「安全工友」(III)  

獎項

丙.    「
團所訂下的要求，將獲頒「參與証書」。

建造地盤」組內其他類別的參賽單位，如經最後評核而又未能獲得任何獎項，其表現如達評審

「建造地盤」組內各類別均設有金、銀、銅、優異獎及 ，各得
 頒獎杯一座及以下面值的現金禮券：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 獎者將獲甲.  
「建造地盤」組(I)  

金獎：港幣 5, 000 元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 ：港幣 2, 000 元(新增)

銀獎：港幣 3, 000 元 銅獎：港幣 2, 000 元 優異獎：港幣 1, 000 元

乙.    凡參與「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類別，如經評審而又未能獲得任何獎項 ，均可獲頒現金
禮券 及「參與証書」。

的承建商
港幣800元

「安全隊伍」組獎項將設有金、銀、銅及優異獎。每隊「安全隊伍」得獎者將獲頒獎杯一座及
 下面值的現金禮券：

以
「安全隊伍」組(II)  

金獎：港幣 5, 000 元 銀獎：港幣 3, 000 元 銅獎：港幣 2, 000 元 優異獎：港幣 1, 000 元



甲項 Section A 建造地盤報名表格 Enrolment Form for Construction Sites

我們有興趣於獎勵計劃的嘉年華會中提供一項攤位遊戲。
We are interested in staging a game stall at the Fun Day of the Award Scheme.

(中文)     職位：
(英文) Post :                                  (英文)

(中文)     

Fax : 
傳真：

Survey on staging a game stall at the Fun Day of the Award Scheme
II. 參與嘉年華會攤位遊戲意見調查

I. 參賽地盤資料 Particulars of Entry

建造地盤類別﹝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Nature of Site (Please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

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   
Building Sites (Public Sector) 

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Building Sites (Private Sector)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例如鐵路、道路、高速公路、水務、渠務、填海及挖掘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Sites (such as railways, roads, highways, water works, drainage, reclamation and excavation works)

（ ） 

裝修及維修工程（包括斜坡及公用事業設施的保養工程） 
Re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s (including slope and public utilities maintenance work)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工人數目不可超過十人
Minor Re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s (works shall have no more than 10 workers)

（ ）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Work Commencement Date：                                                              Work Completion Date：

Site Address :    (英文)

地盤所在地址：  (中文)

Project Title (if any) :   (英文)

工程合約名稱(如有)：  (中文)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

Name of Contractor :  (英文)

承建商名稱： (中文)

地盤負責人姓名：   (中文)     職位：
Name of Site Officer-in-charge :                                                                                   (英文) Post :                                  (英文)

(中文)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手提電話/傳呼機                                                 ：
Mobile/Pager :                                                           

地盤電話：      傳真：
Site Tel :                                                        Fax : 

( )參加的承建商必須符合相關的參賽資格條件，以個別地盤或合約單位報名參賽。

( )The participating contractors should enter the competition on either individual site or contract ba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specification of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攤位遊戲聯絡人姓名：
Name of Game Stall Contact Person :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獎勵計劃的其中一項推廣活動是在 2017 年 3 月舉辦第十八屆頒獎典禮暨嘉年華會。嘉年華會將包括攤位

遊戲、展覽及綜藝表演，歡迎建造業工友及其家人參與。現徵詢 貴承建商有否興趣於當日以公司名義在

嘉年華會中提供一項攤位遊戲。我們會於稍後時間聯絡有興趣參與的承建商，提供進一步資料。

The 18th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cum Fun Day will be organised in March 2017 as one of the publicity activities 
of the Award Scheme.  The Fun Day will feature game stalls, exhibition and variety shows.  Please indicate below 
whether you, in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re interested in staging a game stall at the Fun Day.  We shall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to interested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later. 



乙項 Section B

本人*提名/同意上述次承判商報名參賽「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2016/2017」
I hereby *nominate/consent the above sub-contractor for enrol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Award Scheme 
2016/2017.

(由地盤 建商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contractor)承

次承判商提名/報名表格 Sub-contractor Nomination/Enrolment Form

II. 地盤承建商提名/同意書 Nomination/Consent from Contractor

I. 參賽次承判商資料 Particulars of Sub-contractor 

Site Address :   Contact Tel :    
地盤所在地址：    聯絡電話：

地盤承建商名稱：
Name of Contractor :

授權簽名：  公司印鑑：
Authorised Signature :                                                                                                             Company Chop :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                                                                     )(姓名及職位Name & Post)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聯絡電話                                                  ： 地盤電話：      傳真：
Content Tel :                                                               Site Tel :                                                        Fax :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Work Commencement Date：                                                                   Work Completion Date：

在地盤內負責的工種：  (中文)

Responsible Work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 (英文)

Site Address :    (英文)

地盤所在地址：  (中文)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

Name of Sub-contractor :  (英文)

次承判商名稱： (中文)

公司負責人姓名：   (中文)     職位：
Name of  Company Officer-in-charge :                                                                                   (英文) Post :                                  (英文)

(中文)     

地盤負責人姓名：   
Name of Site Officer-in-charge :                                                                                   

(中文)     

(英文)

手提電話/傳呼機                                                ：
Mobile/Pager :                                                           

建造地盤類別﹝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Nature of Site (Please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Building Sites - Sub-contractors

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
Re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s - Sub-contractors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Civil Engineering Sites - Sub-contractors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中文)     職位：
(英文) Post :                                  (英文)

(中文)     

( )參加的次承判商必須符合相關的參賽資格條件，以個別地盤或合約單位報名參賽。另外，次承判商必須取得地盤承建商提名或同意，才可參賽。

(
  eligibility criteria.  Entries for the “Sub-contractors” Awards must obtain the nomination or consent from their contractors for their enrolments.)
The participating sub-contractors should enter the competition on either individual site or contract ba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specification of the 



丙項 Section C 安全隊伍提名/報名表格 Safety Team Nomination / Enrolment Form

你於本表格內各項目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用作有關建造業工作安全及健康推廣的活動。

為此目的，這些個人資料我們或會向其他有關人士或機構透露。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要求查閱的權利

包括要求獲得一份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複本。你可向本處提出有關你個人資料的查詢。電話：2852 4939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in all sectio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for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promotion of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se data may be disclosed to relevant parties and authorities for the above purpose.  You have a right to 
access, correct and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to this department.  You can address your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to this department on 2852 4939.

本人*提名/同意上述安全隊伍報名參賽「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2016/2017」
I hereby *nominate/consent the safety team for enrol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Award Scheme 2016/2017.

(由地盤 建商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contractor)承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Site Address :   Contact Tel :    
地盤所在地址：    聯絡電話：

地盤承建商名稱：
Name of Contractor :

授權簽名：  公司印鑑：
Authorised Signature :                                                                                                             Company Chop :

(                                                                     )(姓名及職位Name & Post)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II. 地盤承建商提名/同意書 Nomination/Consent from Contractor

I. 參賽安全隊伍資料 Particulars of Safety Team

安全隊伍成員姓名
Name of Members of Safety Team

職位
Post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

聯絡電話： 傳真：
Content Tel :                                                               Fax : 

安全隊伍主管姓名：

Name of Officer-in-charge of the Safety Team :

(中文)職位：
(英文) Post :                                  (英文)

(中文)     

安全隊伍所屬 建商/次 判商*名稱承 承 ：
Name of the Contractor /Sub-contractors* of the Safety Team :

(中文)

(英文)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安全隊伍必須取得地盤承建商提名或同意，才可報名參賽。 )每名隊員只可報名或獲提名參賽一次。

(Entries for the "Safety Teams" award must obtain the nomination or consent from their contractors for their enrolments. 
 nominated  once in the “Safety Teams” Award.)

Every individual team member can only enrol o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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