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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23 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的增編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實施) 

 
 立法會於 2023 年 4 月 19 日通過《2022 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

例草案》，以修訂香港法例第 59 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第 509 章《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例》及該等條例的附屬法例，旨在整體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職安健）罪行最高罰則，以加強

阻嚇作用。政府已於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憲報上刊登了《2023 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

項修訂）條例》（下稱「修訂條例」），並於同日開始實施。 
 

2. 該修訂條例提出的主要修訂包括： 
 

(i) 針對違反極嚴重職安健的違法行為，以「可公訴罪行」形式引用「僱主、東主及

處所佔用人一般責任條文」(「僱主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並將其最高罰款

額及最高監禁年期，分別訂為 1,000 萬元及兩年； 
(ii) 以簡易程序提出檢控的「僱主一般責任條文」及「僱員一般責任條文」的最高罰

款額，分別增加至 300 萬元及 15 萬元； 
(iii) 調整其他簡易程序罪行的最高罰款額，並按罪行的嚴重性訂立分別與僱主及與僱

員相關的罪行的最高罰款額；以及 
(iv) 將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的檢控時限由六個月延長至九個月。 

 
3.  該修訂條例可按此下載。 
 
4.  與 該 修 訂 條 例 相 關 的 公 用 表 格 已 更 新 ， 可 於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網 站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forms/ 下載。 
 
5.  本處會陸續更新與該修訂條例相關的職安健刊物的內容。現有刊物中職安健法例的內

容，以該修訂條例為準。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32717/cs1202327175.pdf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forms/


本簡介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編印

2011 年 3 月版

本簡介可以在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各辦事處免費索取，亦可於勞工處網站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tent2_8a.htm下載。有關各辦事處
的地址及電話，可參考勞工處網站https://www.labour.gov.hk/tc/tele/osh.htm 
或致電 2559 2297 查詢。

歡迎複印本簡介，但作廣告、批核或商業用途者除外。 如須複印，請註明錄自
勞工處刊物《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 第6A及6B條 ) 簡介 ─ 認識你的一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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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要確保工作時符合健康及安全標準，東主及受僱人士必
須衷力合作，同時亦須明白及履行自己應負的責任和任務。香 
港法例第五十九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及6B條規定
東主及受僱的人須在維持工業經營內工作健康及安全方面負起 
一般責任。本簡介闡明一般責任條款所定的法律責任，與及協 
助東主及受僱的人明白如何履行這些責任。

1.2  一般責任條款與其他健康及安全法例不同之處，在於其
他法例多列明各項有關健康及安全的技術細則，而一般責任條 
款只概括地列出東主及受僱的人的責任，並適用於所有工作活 
動及情況，而這些活動及情況中有些可能是其他健康及安全法 
例未有包括在內的。一般責任條款旨在鼓勵東主及受僱的人， 
對工作健康及安全所負的任務及職責，具有更遠大的目光。

1.3  一般責任條款補充了其他健康及安全法例的不足。東主 
及受僱的人必須遵守一般責任，與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及其附屬規例中所訂明的特定責任。東主或受僱的人若不履行
這些責任，可能會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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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主及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2.1   東主的一般責任
2.1.1  所有工業經營的東主都有責任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 
確保所有其僱用的人工作時的健康及安全。〔 第 6A(1)條 〕

2.1.2  一般責任特別包括五個指定的範圍，詳情會在下列各段
中闡述，這五點雖然並不是東主唯一要注意的要點，但屬最重
要。〔第 6A(2)條〕

設置及保持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2.1.3  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提供安全而又不會危
害健康的機器、設備、用具及其他裝置。還要加以保養，使其
繼續保持這情況。此外，東主亦要確保工作系統安全及不會危
害健康。所謂「工作系統」，是指安排工作的方法，包括例
如：工場設計，工作程序或在進行某些具有危險性的工作前所 
必須採取的預防措施。就這點來說，這責任是指裝置本身與及
其運作方法都必須安全與及不會危害健康。〔第 6A(2)(a)條〕

物品及物質的使用、搬運、貯存及運載
2.1.4  工業經營中所使用的若干物品及物質，例如機器和化學
品，都可能影響受僱的人的健康及安全。故此，東主必須作出
適當的安排，確保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物品及物質的使
用、搬運、貯存及運載均屬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同時，東主
亦必須特別留意由製造商或供應商提供有關使用、搬運、貯存
及運載物品及物質的資料。〔第 6A(2)(b)條〕

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
2.1.5  東主必須為每位受僱的人提供必需的資料、指導、訓練
及監督，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他們工作時的健康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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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須提供的資料包括在工場可能遭遇的危險，與及必須採 
取的預防措施。同時，資料亦可包括某些刊物，例如安全資料
表、健康及安全法例、勞工處提供有關健康及安全的小冊子和
有關的工作守則。

2.1.6  健康及安全訓練應該包括諸如下列的事項：裝置及機器
的安全使用及維修、安全與緊急措施的指示、安全設備的使
用、火警演習、為進行有高度危險性工作的人員提供的特別訓
練，與及當工作轉變或推行新的安全方法時所進行的再次訓
練。如有需要，公司應資助及鼓勵受僱的人參加由勞工處職業
安全及健康部或其他機構舉辦的訓練課程，或以工作健康及安
全為題的研討會及座談會，以輔助公司的內部訓練。東主必須
確保所有受僱的人獲得充分的訓練，而且有足夠能力安全地進
行工作，換言之能夠將可能對本身或他人造成的危害減至最
少。同時，東主亦要確保經理及督導人員明白自己的職責與及
具備充分的知識，來履行該等責任。因此，須受訓練的不單是
操作人員，還有各階層的督導人員及經理。良好的監督及足夠
的指示對於健康及安全都極為重要，因為透過上述方法可以知
道潛在的危險所在，與及確保受僱的人遵守安全規則。〔第6A(2)(c)
條〕  

保持工業經營處於安全狀況及提供和保持進出工業經
營的安全途徑
2.1.7  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任何由他管轄的
工作地方都保持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這項規定不但要在建築 
物內施行，在其他地方，例如露天地盤及諸如棚架的臨時結構 
物等，都須要遵守。東主亦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
工作地方的進出途徑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這項責任包括例
如：確保牆壁及樓面不會倒塌，升降機適當地加以維修，樓梯
照明充足，通道、出口、行車道均暢通無阻等。〔第6A(2)(d)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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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環境
2.1.8  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為受僱的人提供一個
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及予以保持，這包括例如工作
地方的照明、通風及噪音等方面的規定。〔第 6A(2)(e)條〕

2.2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2.2.1  所有受僱在工業經營工作的人，必須採取合理的謹慎措
施，顧及本身和其他可能因其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到
影響的人的健康及安全。他不但要避免愚蠢或輕率的行為，還
要採取積極的步驟，以了解工場內的危險，及遵守必要的安全
規則和程序，同時要確保自己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不致危
害本身或他人的健康及安全。〔第 6B(1)(a)條〕

2.2.2  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或其附屬規例限定東主或其
他人為保障工作健康及安全須負起或遵守一些責任或規定，則
受僱的人須與東主或其他人合作，盡可能使他們能履行或遵守
法例的責任或規定。舉例說，東主有責任確保物品及物質的安
全使用及處理。為履行這項責任，東主可以實施若干安全程序
來使用及處理某些有危險性的物質。如這些程序確屬適當，受
僱的人便必須與東主合作遵照這些程序工作。〔第6B(1)(b)條〕

2.3   東主的一般責任要點
2.3.1  東主的一般責任條款非常全面，而且應用範圍很廣。故
此，不可能在這裏將某一間公司所應遵守的措施詳盡列明。東
主應就其本身公司組織，考慮在履行職責時應採取甚麼行動。
下列問題可以協助東主作出評定。但有一點必須指出，這些問
題並不包括所有事項，亦不可能顧及每一個情況，更不應視作
法律規定的釋義。

2.3.2  設置及保持工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 第 6A(2)(a)條

(1)  所有裝置在安全及健康方面是否達到所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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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新裝置時有否考慮最新的良好工作方法？

(3) 有否規定定期視察、檢查及在有需要時進行測試，以確
保裝置及其安全設備沒有損壞？

(4) 在這類情況下，由專家進行測試等工作是否更為適當？

(5) 是否所有工作系統均有提供足夠的安全措施？

(6) 這些工作系統有否充分地執行？

(7) 有否對工場所有運作〔特別是非經常進行的〕作徹底檢
查，以便將受傷的危險、或可能對健康的危害減至最低
程度？

(8) 在清潔、修理及維修的運作方面，有否特別加以注意以
確保安全？

(9) 應否考慮推行一套特別安全工作系統，例如：『工作許
可證』制度？

(10) 有否定期監察工作環境，以確保在已知有毒性污染物存
在時，所實行的保護措施符合現行衛生標準？

(11) 有否進行監察，以檢查管制措施是否足夠和有效？

(12) 有否安排定期檢查所有為確保安全及健康而設的設備及
器具〔例如：塵埃及薰煙抽取設備、防護裝置、安全通
道的安排、監察及測試器具〕？

(13) 須提供甚麼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靴、安全頭盔、
護眼罩、呼吸器、保護聽覺裝備〕？上述裝備曾發出了
沒有？有否適當地安排其存放、維修、清潔及更換？須 
要使用上述裝備的人曾否接受使用方法的訓練？

(14) 有否安排定期維修及測試電氣裝置及設備？

(15) 有否定出緊急程序及應變措施，包括例如漏出有毒或危
險物質、火警、漏出氣體等情況，同時亦包括鄰近樓宇
發生危險所引致的緊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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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物品及物質的使用、搬運、貯存及運載 ─ 第6A(2)(b)條

(1) 是否已小心檢查生產方法中每種可能引致危險的物質，
以確保已採取所有必須的預防措施？

(2) 有否進行稽核，列出工作上所使用的物質，以找出任何
可能會對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的物質？

(3) 所有物質的容器有否加上正確的標籤？

(4) 是否所有容器及處理器具均屬適當，或是否需徵詢專家
的意見？

(5) 有否特別留意金屬溶液的處理？

(6) 可否改善貯存及運送的安排，使其更為安全和減少對健
康的危害？

(7) 樓宇內如有使用機械運送，有關操作程序是否經過嚴格
評定？運送規則是否適當及有否徹實執行？

(8) 在使用運送設施方面，裝置、建築物或操作範圍在結構
上是否需要作出修改，以達致安全？

(9) 在評定處理材料或使用運送設施方面的新建議時，有否
訂立適當的程序？

(10) 可否以較少毒性或較少危險性的物質取代現時所用的物
質，或改善密封的方法，或採取遙距處理的方法，以增
加安全或改善工作環境？

(11) 有否特別留意在正常生產過程以外的安全工作系統及物
質處理？

(12) 有否特別留意攜帶及運送危險材料的預防措施，例如那
些含有高度毒性的、或爆炸性質的、又或是有輻射放射
體的材料？

(13) 現行的處理物品安全方法應否檢討？

(14) 是否須要就手工具、機器及流動裝置的使用作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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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15) 所有設備是否安全貯存？

(16) 進行中的工序有否使用不適當的機器或設備？

2.3.4   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 — 第 6A(2)(c)條

(1) 在計劃工作健康及安全時，怎樣可以令受僱的人合作？

(2) 有否就有關工作上的危害及其預防方法與其他影響健康
或安全的事宜，向所有受僱的人提供適當的資料及指
引？

(3) 是否每名接觸危害健康工作的工人都獲通知該等危險及
預防措施？有否安排知會工人任何有關監察的結果？

(4) 是否須要獲得有關特別設備、物質或工序的更詳盡資
料？

(5) 有否作出安排向受僱的人適當地傳遞資訊，同時使受僱
的人亦能夠迅速無阻地向管方提出有關安全及健康事宜
的意見？

(6) 有否向受僱的人提供有關法律規定的資料？

(7) 有否為各合適階層提供足夠的技術性資料？

(8) 有否作出安排，使所有有關受僱的人可以使用健康及安
全的指導性刊物〔包括任何新版本〕？

(9) 在安全守則、避免危害健康的程序及使用安全設備三方
面的訓練，有否作出適當的安排？在作出這類訓練時，
有否考慮所要接觸的階層及受訓者的能力？督導級人員
是否得到正確的訓練？是否經常監察訓練的效果及受訓
者保留所學知識的程度？有否安排再次訓練在職人員及
訓練新僱員？

(10) 有否採取行動培養所有受僱的人具備高度的安全意識 ？

(11) 所有督導人員在管理安全工序及工作系統的職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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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備高水準的技巧？

(12) 有否設立制度，以確定組織內需要的訓練，與及個別受
僱的人的特別需要？

(13) 有特別危險性的工序是否需要特別的訓練？

(14) 所有訓練是否著重安全的工作方法？

(15) 有否充分利用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或其他機
構所提供的訓練課程及設施？

2.3.5   保持工業經營處於安全狀況及提供和保持進出工業經營
的途徑 — 第 6A(2)(d)條

(1) 有否考慮所有工作地點及其進出途徑是否安全？

(2) 所有建築物是否符合安全標準？有否進行保養？是否需
要作專業測量？

(3) 是否已充分考慮各建築物的特別安全需要，如走火通
道、清潔窗門工人的安全帶固定位置、及建築物維修的
預定安排？

(4) 各建築物內是否有一些不方便進入，但在某些時候（例
如在觀察、控制各工序或裝置的時候）又必須進入的地
方？如有的話，可否改善進入該等地方的方法？

(5) 是否有人須要進入某些可能有特別危險性的裝置進行維
修或清潔？如有的話，是否已採取適當的程序及預防措
施？

(6) 有否注意良好的廠房管理及清潔 ？

(7) 有否明確指定走火通道的位置，及有否進行檢查以確保
通道暢通無阻？

(8) 有否提供及維修滅火設備？有否提供使用滅火設備的適
當訓練？

(9) 有否測試火警警報器？有否舉行火警演習？



11

2.3.6   工作環境 — 第 6A(2)(e)條

(1) 樓宇內有關照明設備、通風裝置及防止噪音方面有沒有
任何問題？

(2) 急救安排是否令人滿意？

(3) 有沒有危險廢料引起的問題？

2.4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要點
下列問題有助受僱的人履行他們的一般責任。但這些問題並不
包括所有事項，亦不可能顧及每一個情況。同時，這些問題應 
該被當作指引使用，而不應視為各項法律規定的釋義。

(1) 你有否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顧及本身及其他可能因你
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到影響的人的健康及安全？

(2) 在須要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時，你是否明白為甚麼須要及
怎樣使用這些裝備，同時是否明白它的性能極限及怎樣
加以保養？

(3) 你有否避免做出一些愚蠢或輕率的行為？

(4) 你在工作時的衣著是否適當？

(5) 你有否嘗試擅改安全護罩或設備？

(6) 工作時你有否採用『捷徑』的方法？你是否知道正確的
工作方法？

(7) 你是否曾使用會引起不必要危險的臨時工具及設備？

(8) 有關安全工作守則方面，你是否曾接受足夠的訓練？

(9) 你有否採取積極的行動，以了解工場內的危險？

(10) 你是否得到足夠有關安全的資料？你是否知道怎樣在公
司內得到這些資料？

(11) 作為一名督導員，你是否了解工作上的危險及其對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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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影響。同時，你是否明白透過訓練及執行，以確
保受僱的人遵守各項規則、程序及工作守則，從而防止
他們接觸各項危險？

(12) 你有否遵守公司的安全規則及程序？

(13) 你是否認識公司的健康及安全政策、組織及安排？

(14) 在清潔、修理及維修運作中，你有否採取步驟以確保安
全？

(15) 你有否遵守東主提供的安全工作系統？

(16) 你是否有效地履行你在安全方面的職責 ？

(17) 你有否與東主或其他人合作，使他們能履行健康及安全
法例所規定的職責？

(18) 你是否明瞭東主所提供有關工作的危險、預防方法及其
他影響健康或安全事宜的資料；同時，有否遵守上述事
項的指引？

(19) 你曾否向督導人員或管方報告任何不安全的情況？你是
否知道報告的程序？

(20) 你曾否建議消除危險情況的方法？

(21) 你曾否參與廠內的安全推廣活動？

(22) 你曾否嘗試鼓勵同事遵守安全守則？

(23) 你曾否為新工人樹立一個好榜樣？

2.5   『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一詞的釋義
2.5.1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定東主的一般責任都受『在
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一詞所約束。這詞在條例中並無定義，
但從法院已判決的案例中，它已有一個頗明確的意義。

2.5.2   當東主須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實行某些事情，
他一方面要衡量該工作活動或情況的危險性，而另一方面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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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實施預防措施所涉及的成本，包括時間，困難及採取預防
措施的支出。只有當成本與危險很不相稱時，這些規定才可列
為並非『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例如：如果某項工作活動
對健康及安全構成的危險非常低，但為了避免上述危險而採取
的預防措施的成本卻很高，那麼，採取這些預防措施的做法就
未必屬合理切實可行，相反，如果危險性很高，則其對採取防
止該等危險措施的成本的比重便相應減低。

2.5.3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十八條，當某人因未能
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履行或遵守某一職責或規定而受到檢
控時，被控人須要自行證明在履行或遵守職責或規定方面，如
要他做超過他實際所做的更多，乃屬不合理切實可行的。

2.6   如何履行一般責任（個案）
2.6.1   以下個案展示工業經營的東主及受僱的人，應如何負起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及6B條分別為他們列明的一般責
任，以確保工地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從而防止意外發生。

2.6.2   這些個案中有些是本地工業的經驗，有些則是在執行一
般責任的規定方面擁有長久歷史的海外國家的經驗。

個案一
事發情況
　　一間皮草加工工廠使用大量高度易燃的汽油。這些汽油盛
載於裝有螺旋蓋和容量為十八升的塑膠容器內；這些容器儲存 
在工廠內認可的危險品儲存倉中。容器上沒有標籤說明所載液 
體的性質、有關的危險及必要的安全預防措施。

　　一名新工人首天在工廠上班，有人吩咐他將十二個載有液
體的容器由危險品儲存倉搬到三十米外的滾筒清洗部。他並不 
知道容器內的液體是汽油。

　　該名工人將十二個容器放於手推車上，堆疊至兩個容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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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但他並未留意到其中一容器的螺旋蓋並未旋緊。在往滾 
筒清洗部途中，兩個在上排的容器跌下地面，其中一個容器的
螺旋蓋飛脱，容器內的汽油約有三份一漏出。那名工人將跌下 
的兩個容器放回手推車上，繼續前往滾筒清洗部，對倒在地上 
的汽油置諸不理。

　　十五分鐘後，一名吸煙的工人行經上述通道，當時地面上 
仍有汽油，於是突然引發火警。該名吸煙的工人與及附近其他 
五名工人都被嚴重燒傷。

東主的一般責任
　　上述慘劇是由於東主管理失當所引致，他並未能履行條例
6A(2)(b)及(c)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他應該早已擬訂好正確的程
序，與及提供用作處理及運輸汽油的必要工具，同時也應該教
導工人認識有關的危險及安全預防措施，並且作出安排，在遇
有諸如這次漏出液體的緊急事件發生時，應如何補救。此外，
東主應該作出有效的監管，以確保手推車不會盛載過量的汽油
容器，並確保漏出液體發生後應立即呈報及進行補救。

　　東主也未能履行《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的
規定，並無在汽油容器上加上正確的標籤，又無確保螺旋蓋旋
緊。他也未能依照《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
規例》的規定，確保遵守嚴禁吸煙的規定。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工人應該依循正確的程序使用設備運送汽油，同時應該按
照東主指示，呈報液體漏出一事，並作出補救。上述各項是條
例第6B(1)(a)條規定他應負起的一般責任。至於吸煙的工人，他
也未能遵守嚴禁吸煙的規定。

個案二
事發情況
　　一名工人從叉式起重機升起的叉上跌下，盤骨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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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意外發生於一間五金工廠的儲物場內。一名工友請起重
機操作員將另一名工人用叉升上2.5米的高度。該名工人失去重
心，從叉上跌下。

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該禁止使用叉式起重機將工人升高的陋習，同時應
要教導工人認識安全規則，並實行適當的監督，以確保安全工
作系統得以執行。上述各項均為列載於條例第 6A(2)(a)及(c)條的
東主一般責任。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起重機操作員未能遵守條例第6B(1)(a)條所規定的一般責
任。他不應該明知不安全，但仍將受傷工人升起。

個案三
事發情況
　　兩名工人正返回一處佔地甚廣的土木工程地盤工作。當他
們經過離他們工作地點約五百米的維修工場時，發現一輛無人
看管的鏟泥車，而車匙仍留在匙孔內。他們跳進該鏟泥車並發
動了引擎，接著駕駛該鏟泥車到他們的工作地點去。

　　他們沿著一條臨時通道駛下，其中一人坐在車斗內。當時
有一輛貨車朝相反方向駛上，而該段道路的闊度並不足夠雙線 
行車。鏟泥車司機十分驚慌，嘗試將鏟泥車避往該臨時道路靠 
近下山斜坡而沒有遮攔的路邊。可是該鏟泥車失去控制，衝過 
臨時道路的邊緣，滾下斜坡。兩名工人分別從司機位及車斗被 
抛出；司機嚴重受傷，而該名乘客則死亡。

　　調查結果顯示，兩名工人均沒有接受駕駛鏟泥車的訓練； 
而未經許可的人操作鏟泥車及其他機械設備的陋習極為普遍， 
承建商從來沒有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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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該承建商明顯地忽視條例第6A(2)(a)，(c)及(d)條所規定他應
履行的一般責任。他應訂定保養及修理機械設備的監管制度、
訂立地盤內的交通安全規則、盡可能使臨時通道安全、嚴格訓
練及督導機械設備的操作員，及禁止任何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
下使用此類設備。

　　 承建商也未能確保鏟泥車操作員曾參加有關訓練課程及
持有有效證書。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根據條例第6B(1)條的規定，該兩名工人的責任是在未經許
可時，應避免駕駛該鏟泥車。駕駛鏟泥車的工人，由於利用鏟
泥車接載乘客，因此須向其乘客負責。

個案四
事發情況
　　在一幢建築中的樓宇內，一名工人為方便將木料運往地
面，將樓邊的防護欄移走。他在木料運送完畢，將防護欄放回
原位時，發覺該處的支架不能把防護欄穩固地支撐於適當位
置，但他只仍舊把防護攔鬆弛地放在支架上，並沒有把這不妥
善的地方告知管方。

　　稍後，另一名工人在這層樓邊附近工作。他不小心滑倒，
跌向防護欄，防護欄因而鬆脱，結果該工人與防護欄一起從八
層高的樓面墜下，因而死亡。

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根據條例第6A(2)(a)及(c)條的規定，承建商應提供一套妥善
的系統，以便僱員呈報損毀和作修理時有所遵循，及應指導工
人遵行這個系統。承建商亦未有遵照法例規定，在危險的樓邊
加上穩固的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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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當第一名工人發現防護欄的支架不妥時，應立即通知管
方，以便進行修理。他這樣不但能履行條例第6B(1)條的規定，
並可以挽救一名工友的生命。

個案五
事發情況
　　一台自動染布機內有一條位於隱蔽角落的傳動鏈因損壞而
須要更換。更換的工作由一名技工獨自進行。

　　在午膳時間，這名技工把染布機的電掣關掉，然後著手更
換損壞的傳動鏈。然而，他事先並沒有通知染布機的值機員他
會進行修理工作；他亦沒有貼出警告告示，讓其他人知道修理
工作正在進行。

　　值機員在午膳後回廠工作。當他發覺染布機停止運行電掣
又遭關掉，便再把電掣扭開。與此同時，修理技工剛把一條新
的傳動鏈裝好。這條傳動鏈隨即運行，把該名技工的左手扯入
齒輪與鏈的夾口位。結果他的左手手掌有一半遭切斷。

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就染布機的修理及保養工作，採取一個工作許可証
系統，以確保修理及保養工作在進行時，電掣一直鎖在關上的
位置。他也應規定張貼警告告示，讓其他人知道有人正在進行
修理保養工作。他還應指導工人認識該等工作的危險、訓練他
們有關的安全程序和加以督導。上述各項均是東主根據條例第
6A(2)(a)及(c)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

個案六
事發情況
　　事發現場為一間一層高的木材工廠。廠內工人利用通道擺
放木板。這些木板每塊長2.4米、闊1.2米、厚18毫米。這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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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位於用瓦坑鐵皮建造的廠房牆壁旁邊。木板共有五十塊，以 
較窄的一端置於地上，靠著牆邊，每塊均靠於另一塊後面，以 
幾乎垂直的角度豎立。

　　其後，一名工人在提取最外那塊木板往別處進行鋸切時， 
整疊木板突然倒下，把他壓在地上，因而死亡。另一名行經的 
工人，雙腳亦遭倒下的木板嚴重割傷。倒下的木板同時把鐵皮
牆推倒。牆外有其他工人在工作，幸好他們與牆身有一段距離 
而僅免於難。

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指定把貯物範圍設於遠離通道的地方；訂定正確堆 
放物件的方法；妥為指導工人和督導他們的工作；與及適當保
養廠房建築物。這些責任載於條例第6A(2)(b)，(c)及(d)條。

個案七
事發情況
　　一名工人正在廢鐵倉內拆除一部貨車。他以氧乙炔切割器 
拆除排氣喉、制動拉索、後軸及油缸附近的各部分。當進行上
述工作時，油缸突然發生爆炸，導致該名工人被燒傷致死。在
進行切割工序時，油缸內仍有剩餘電油未被徹底清除，其產生
的易燃氣體被切割火焰燃點，因而發生爆炸。

東主的一般責任
　　條例第6A(2)(a)及(c)條規定，東主有責任提供一套安全的工
作系統。在這個個案來說，這工作系統應規定在進行切割工作
前，油缸必須徹底清洗。東主亦有責任為進行拆除工作的工人
提供足夠的資料、指導、訓練和監督。

個案八
事發情況
　　事件中的電子廠在線路板的浸蝕過程中使用過氧化氫及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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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該兩種化學品分別載於浸蝕機的兩個輸入缸內。每種化學
品的流量均受控制，按正確比例輸入浸蝕箱。兩個輸入缸的容
量均為二百升。輸入缸上並無貼上所盛載化學品名稱的標籤。

　　一名新近加入浸蝕部工作的工人，被指派往注滿該兩個半 
滿的輸入缸。他從危險品儲存倉提取該兩種化學品各四罐，並 
將其中一罐標明為過氧化氫的化學品注入其中一個輸入缸內。 
當他開始傾注第二罐過氧化氫時，便感到不適。他被送往醫
院，經診斷後證實其中氯氣毒。　　

　　事後調查顯示，他將過氧化氫倒入盛載鹽酸的輸入缸內， 
因而產生大量氯氣。

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在輸入缸上清楚標明所盛載化學品的名稱、其附帶
危險、及使用和處理該化學品的安全預防措施。條例第6A(2)(b)
及(c)條所載的一般責任，亦規定東主須向工人說明有關的危險
及提供有關安全措施的訓練。

個案九 
事發情況
　　在A位置與B位置之間的路軌中有一段需要進行維修。在
維修工程開始進行前，須在該段路軌的兩端放置閃燈作為警
告，禁止任何人將車輛駛進該段路軌，有關人員利用機車放置
上述閃燈。

　　在該段路軌近中間位置有三名工人。當機車駛離他們前往
A位置放置閃燈的時候，他們開始進行維修工作。其後，該部
機車在同一路軌上倒後行駛，前往B位置放置閃燈。由於機車
倒後行駛，因此司機並不能清楚看見路軌上的情況，亦未能察
覺到有工人在該段路軌上。其中一名工人被機車撞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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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為維修工作訂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其中應包括：禁
止工人在路軌交通並未完全停止前在路軌上或路軌附近工作；
清楚向工人說明有關的危險及工作程序，及監督工人嚴格遵守
工作程序及安全守則。根據條例第6A(2)(a)及(c)條的規定，東主
的一般責任亦包括僱用訊號員。

個案十 
事發情況
　　一名工人正在車房內修理一輛停泊在坡道上的汽車，該輛
汽車的車頭向著坡道下端。當他在車頭修理引擎時，該車開始
從坡道滑下，滑行了八米的距離後把該名工人壓於牆上致死。

　　事後進行的調查顯示，該輛汽車的制動系統有毛病，而坡 
道則十分濕滑。

東主的一般責任
　　一套安全的工作系統是不會容許修理工作在坡道上進行，
而應在平地上進行。坡道應保持清潔和不濕滑；停泊在坡道上
的汽車，其車輪應妥為楔緊；工人應獲得有關安全工作的詳細
指示，東主並須加以監督以確保他們遵守安全規則。根據條例
第6A(2)(a)，(c)及(d)條的規定，上述各項均是東主的一般責任。

個案十一 
事發情況
　　一輛吊機車在一個小型的貨櫃場把一個疊至第五層高的貨
櫃箱吊下來。該吊機車停在一處凹凸不平的泥地上，後輪靠近
通往較低地面的斜坡邊緣。

　　當這個貨櫃箱被吊起時，吊機車後輪壓著的泥土下陷。吊
機車於是傾側，繼而翻倒。該貨櫃箱跌在附近二名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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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壓死。

東主的一般責任
　　東主應保持其貨櫃場的地面堅固及平坦。根據條例第6A(2)(a)
條的規定，他的一般責任亦包括須確保穩定吊機的設備得以正
確使用，以確保吊機穩定。

個案十二 
事發情況
　　在一間工廠內，拆卸鍋爐的工程正在進行。在拆卸過程當
中，鍋爐的一部分倒塌，壓死一名工人。倒下的部分重約一公
噸，其倒下的原因是承托的支架遭拆去。

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承建商應就拆卸鍋爐的工程，提供一套安全工作系統。這
套系統應特別包括制訂一份關於工作方法的指示，以清楚說明
工作次序，使用臨時支撐的需要性和處理各部分的方法。承建
商亦應為工人提供關於工作系統的足夠資料和指示。而有關的
工作必須由合資格人員監督。承建商在這方面的責任載於條例
第6A(2)(a)及(c)條內。

個案十三 
事發情況
　　在一個建築地盤內，挖掘沉箱的工程正在進行。當工人在
沉箱內挖掘時，地面上用柴油發動的機器正在操作。該地盤面
積細小而且周圍均有建築物，所以柴油發動的機器噴出的廢氣
不能被風吹走，而散佈在機器附近。

　　有一個沉箱位於兩台柴油發動的機器之間，其內有一名工
人在離地面十呎以下的位置進行挖掘工作。這兩台機器由早上 
開始便不停地操作。該名工人在午膳後走進該沉箱進行挖掘工 
作，不久即昏迷，在送院後證實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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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進行的調查顯示，該沉箱內的氧氣含量降至極低，並
且探測到有一氧化碳。地盤內有一部空氣輸送機，為沉箱內的
工人供應新鮮空氣，而空氣輸送機的入氣口則靠近柴油發動的
機器的廢氣出口，這樣的擺放方式令該名工人吸入有害的氣
體，引致死亡。

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根據條例第6A(2)(a)及(e)條的規定，承建商有責任提供一套
安全工作系統，並維持建築地盤工作環境安全。他應把柴油發
動的機器放在適當位置，以便廢氣排放到空氣流通的地方，並
確保專為工人而設的空氣輸送機抽入新鮮空氣。他亦應實施空
氣監察計劃，測試沉箱內的空氣成份，並確保工人只在空氣監
察結果顯示進入沉箱並不會有危險時，才進入沉箱。

個案十四 
事發情況
　　在一個進行土木工程的地盤內，泥地高低不平，且存在若
干深達1.5米的坑穴。一場大雨後，這些坑穴及其附近地區均被
水淹沒。

　　雨後一名工人返回離挖掘坑穴區域不遠的工作地點。當他
經過積有數吋泥水的地盤時，他掉進地面其中一個坑穴內。在
被其他工人發現前，他已遭溺斃。

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在風雨來臨前，承建商應於各坑穴旁豎立警告告示，風雨 
過後，須安排善後工作，包括把積水排去，才恢復正常的建築
工程。根據條例6(A)(2)(d)條，這些均為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個案十五 
事發情況
　　一部履帶式氣動鑿破機正被用來清拆一幢十五層高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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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在每層樓的樓面上均有一個10米乘10米的洞口，使垃
圾及混凝土碎片可從這些洞口一直跌落地下，再從那裡移走
及傾倒。

　　當清拆工程進行至一樓時，一樓樓面堆積了過量的垃圾及
混凝土碎片，約高達1.2米。該部鑿破機則停在垃圾及碎片堆
上，繼續進行清拆。樓面突然塌下，該堆垃圾與及那部履帶式
氣動鑿破機一同掉落地下，鑿破機的操作員因此被活埋喪生。

　　該層樓的樓面倒塌是由於其上堆積了過量的垃圾及混凝土
碎片，導致樓面不勝負荷。

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承建商應清楚釐定進行清拆工程的方法，包括應如何處理
及搬走垃圾及混凝土碎片。承建商亦應教導工人有關的工作方
法，並密切監察其施工情況。根據條例第6A(2)(a)及(c)條，這些
均為承建商的一般責任。

個案十六 
事發情況
　　一名燒焊工人正進行氣焊工作，過程中須使用裝在用罄即
棄的氣筒內的氬氣。當他發現氣筒內的氬氣用完時，他試圖從
盛有氬氣的工業用氣樽中抽取氬氣，裝入氣筒內。

　　工業用氣樽的氣壓為每平方吋二千五百磅，而氣筒的安全
氣壓只是每平方吋八百七十五磅。同時，用罄即棄的氣筒上亦
清楚標明氣體用盡後，不應再次入氣。

　　在工人試圖替氣筒再次注入氬氣時，氣筒發生爆炸，其中
一塊飛出的碎片擊中附近一名工人的腿部。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那名試圖再次替氣筒充氣的燒焊工人，應遵守條例第6B(1)(a)
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依照指示，不可替氣筒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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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十七 
事發情況
　　　一部基座式鑽床正在開動為長方形金屬片鑽孔。可是，
負責鑽孔的工人沒有利用在機檯上的夾子把工件夾緊，只是徒
手把工件固定在機檯上。
　
　　　當他替第四塊金屬片鑽孔時，他的左手未能緊按那塊已
被鑽得發熱的金屬片，所以金屬片脱手而出，隨著鑽咀順勢轉
動。該名工人的手指因此被這轉動中工件的銳邊割傷至差不多
折斷。

　　　意外發生前，管工曾不時教導及督促該名受傷工人使用
夾子把工件夾緊，但該名工人對管工的話充耳不聞。

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
　　　為履行條例第6B(1)(a)條所規定的責任，工人應利用鑽床
機檯的夾子，把工件夾緊。

2.7   罪行及罰則

2.7.1   東主
(a) 工業經營東主如不遵守一般責任的規定，即屬違法，可

被罰款五十萬元。〔第6A(3)條〕

(b) 工業經營東主如故意不遵守一般責任的規定，且無合理
辯解，即屬違法，可被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第6A(4)條〕

2.7.2   受僱的人
(a) 工業經營內的受僱的人如不遵守一般責任的規定，即屬

違法，可被判第四級的罰款。〔第6B(2)條〕

(b) 工業經營內的受僱的人如在工作時故意作出可能會危害
本身或其他人士的行為，且無合理辯解，即屬違法，可
被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六個月。〔第6B(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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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詢
如你對本簡介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其他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
你可與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聯絡：

電　話　：2559 2297 〔 辦公時間外自動錄音〕
傳　真　：2915 1410
電子郵件：enquiry@labour.gov.hk

你 亦 可 以 透 過 互 聯 網 絡 ， 找 到 勞 工 處 提 供 的 各
項 服 務 及 主 要 勞 工 法 例 的 資 料 。 本 處 的 網 址 是
https://www.labour.gov.hk。

4. 投訴
如有任何有關不安全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請致電勞工處職
安健投訴熱線 2542 2172 。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mailto:enquiry@labour.gov.hk
https://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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