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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造造業業安安全全獎獎勵勵計計劃劃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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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增强建造業界的職安健意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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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3,720宗及34.5，跌幅分別為
73.6%及82.6%。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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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工業意外數
字，有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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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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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第十九屆「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今屆的獎勵計劃會保留往年全部參賽
組別，當中仍然會頒發「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予建造地盤組別內八個類別在高處工作安
全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承建商；另外，競逐「建造地盤」組內各類別的參賽者(「 小型裝修及維
修工程」除外)及「安全隊伍」組內的參賽隊伍，通過最後評審而又未能獲得任何獎項，若其表
現達到既定標準，會繼續獲頒「良好表現証書」以示鼓勵。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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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組別

(I) 建造地盤

比賽形式是以個別地盤/合約工程為參賽單位，並以其工程性質分為下列八個類別：
1. 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 5.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2. 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6. 樓宇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3.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7.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次承判商
4. 裝修及維修工程	 8. 裝修及維修工程—次承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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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高處工作安全 
表現獎」。

(II) 安全隊伍 

(III) 安全工友

參賽資格 
凡於香港進行建造工程的承建商、次承判商和註地盤的工作人員，均可參加是次比賽，但必須符合
下列參賽資格：

1. 	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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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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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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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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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1日至 2018 年 3 月 31日期間仍有建築工程進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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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年 3 月 31 日期
間仍有建築工程進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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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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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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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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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有其中過一個地盤可以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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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10 月17 日至12 月15 日期間有建築工程進行。每個合約工
程只可報名一次。 

9. 	在截止報名日期前的12個月內，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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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評審結果公布前，如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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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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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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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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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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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獲提名「 安全工友」 獎項
的工友涉嫌須為危險事故、暫時停工通知書、嚴重或致命工傷意外負上全部或部份責任，其提名資格
有可能被取消。 

評審方法

(I)「建造地盤」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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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評審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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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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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評審

最後評審在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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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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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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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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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高處工作的安全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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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安全隊伍」組

「安全隊伍」組的評審工作分兩階段進行： 

初步評審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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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篩選有較佳表現的參賽隊伍進入最後評審。

最後評審

最後評審由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在2017年12月上旬至中旬以面試形式進行，以評核參賽安全隊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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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安全工友」組
在進行實地評核期間，評審小組的委員會將於各參賽建造地盤內揀選在工作時有優良安全表現的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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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準則 

(I) 建造地盤的實地評核
建造地盤的實地評核涵蓋下列範疇 :

1 . 地盤整體設計 8. 衛生及福利設施	 15. 防火措施
2. 防止物料下墜措施 9. 起重機械及吊運工序* 16. 體力處理操作
3. 高處工作** 10. 其他機械的操作	 17. 水上/ 岸邊建築工程
4. 挖掘工程	 11. 電力裝置及使用* 18. 個人防護裝備
5. 密閉空間* 12. 棚架工作**	 19. 急救設施
6. 車輛及通道的管理 13. 負荷物移動機械的使用
7. 工地管理	 14. 危險物質及化學品的使用 * /** 今年重點評核範疇

(II) 安全管理系統
安全管理系統涵蓋下列範疇 :

1 . 安全政策 6. 內部安全規則	 11. 評核、挑選及管控次承判商
2. 安全組織 7. 工作危害分析	 12. 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計劃
3. 安全委員會	 8. 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13. 危險情況視察計劃
4. 安全訓練 9. 緊急事故準備	 14. 調查意外事故
5. 安全推廣	 10. 職業健康保障計劃 15. 安全管理系統的檢討

獎項

(I)「建造地盤」組
甲.「建造地盤」組內各類別均設有金、銀、銅、優異獎及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各得獎者將獲

頒獎杯一座及以下面值的現金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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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高處工作安全表現獎：港幣 2, 000 元

乙. 凡參與「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類別，經評審但未能獲得任何獎項的承建商，均可獲頒現金禮券
港幣800元及「參與証書」以示鼓勵。

丙. 除「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外，「建造地盤」組內其他類別的參賽單位，通過最後評審而又未能
獲得任何獎項，若其表現達到既定標準，會獲頒「良好表現証書」以示鼓勵。

(II)「安全隊伍」組
甲.「安全隊伍」組獎項將設有金、銀、銅及優異獎。每隊「安全隊伍」得獎者會獲發獎杯一座及以 

下面值的現金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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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安全隊伍」組內的參賽隊伍，通過最後評審而又未能獲得任何獎項，若其表現達到既定標準，
會獲頒「良好表現証書」以示鼓勵。

(III)  「安全工友」
每名得獎工友將獲頒現金禮券港幣1, 000元 、獎狀一張及徽章一個。

報名日期: 由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10月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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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簡介及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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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ur.gov.hk 下載。

請把填妥的報名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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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公布

得獎者會於2018年2月獲個別通知。所有獎項將於2018年3月舉辦的第十九屆頒獎典禮暨嘉年華
會上頒發。

查詢電話: 2852 3565 傳真: 2541 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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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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