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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的增编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实施) 

 
 立法会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通过《2022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

例草案》，以修订香港法例第 59 章《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第 509 章《职业安全及健康条

例》及该等条例的附属法例，旨在整体提高职业安全及健康（职安健）罪行最高罚则，以加强

阻吓作用。政府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宪报上刊登了《2023 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

项修订）条例》（下称「修订条例」），并于同日开始实施。 
 

2. 该修订条例提出的主要修订包括： 
 

(i) 针对违反极严重职安健的违法行为，以「可公诉罪行」形式引用「雇主、东主及

处所占用人一般责任条文」(「雇主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并将其最高罚款

额及最高监禁年期，分别订为 1,000 万元及两年； 
(ii) 以简易程序提出检控的「雇主一般责任条文」及「雇员一般责任条文」的最高罚

款额，分别增加至 300 万元及 15 万元； 
(iii) 调整其他简易程序罪行的最高罚款额，并按罪行的严重性订立分别与雇主及与雇

员相关的罪行的最高罚款额；以及 
(iv) 将循简易程序审讯的罪行的检控时限由六个月延长至九个月。 

 
3.  该修订条例可按此下載(只提供繁体版本)。 
 
4.  与 该 修 订 条 例 相 关 的 公 用 表 格 已 更 新 ， 可 于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网 站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forms/ 下载。 
 
5.  本处会陆续更新与该修订条例相关的职安健刊物的内容。现有刊物中职安健法例的内

容，以该修订条例为准。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32717/cs1202327175.pdf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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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要确保工作时符合健康及安全标准，东主及受雇人士必
须衷力合作，同时亦须明白及履行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任务。香 
港法例第五十九章《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6A及6B条规定
东主及受雇的人须在维持工业经营内工作健康及安全方面负起 
一般责任。本简介阐明一般责任条款所定的法律责任，与及协 
助东主及受雇的人明白如何履行这些责任。

1.2  一般责任条款与其他健康及安全法例不同之处，在于其
他法例多列明各项有关健康及安全的技术细则，而一般责任条 
款只概括地列出东主及受雇的人的责任，并适用于所有工作活 
动及情况，而这些活动及情况中有些可能是其他健康及安全法 
例未有包括在内的。一般责任条款旨在鼓励东主及受雇的人， 
对工作健康及安全所负的任务及职责，具有更远大的目光。

1.3  一般责任条款补充了其他健康及安全法例的不足。东主 
及受雇的人必须遵守一般责任，与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及其附属规例中所订明的特定责任。东主或受雇的人若不履行
这些责任，可能会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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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主及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2.1   东主的一般责任
2.1.1  所有工业经营的东主都有责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 
确保所有其雇用的人工作时的健康及安全。〔 第 6A(1)条 〕

2.1.2  一般责任特别包括五个指定的范围，详情会在下列各段
中阐述，这五点虽然并不是东主唯一要注意的要点，但属最重
要。〔第 6A(2)条〕

设置及保持工业装置及工作系统
2.1.3  东主必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提供安全而又不会危
害健康的机器、设备、用具及其他装置。还要加以保养，使其
继续保持这情况。此外，东主亦要确保工作系统安全及不会危
害健康。所谓「工作系统」，是指安排工作的方法，包括例
如：工场设计，工作程序或在进行某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前所
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就这点来说，这责任是指装置本身与及
其运作方法都必须安全与及不会危害健康。〔第 6A(2)(a)条〕

物品及物质的使用、搬运、贮存及运载
2.1.4  工业经营中所使用的若干物品及物质，例如机器和化学
品，都可能影响受雇的人的健康及安全。故此，东主必须作出
适当的安排，确保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物品及物质的使
用、搬运、贮存及运载均属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同时，东主
亦必须特别留意由制造商或供应商提供有关使用、搬运、贮存
及运载物品及物质的资料。〔第 6A(2)(b)条〕

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2.1.5  东主必须为每位受雇的人提供必需的资料、指导、训练
及监督，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确保他们工作时的健康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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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须提供的资料包括在工场可能遭遇的危险，与及必须采 
取的预防措施。同时，资料亦可包括某些刊物，例如安全资料
表、健康及安全法例、劳工处提供有关健康及安全的小册子和
有关的工作守则。

2.1.6  健康及安全训练应该包括诸如下列的事项：装置及机器
的安全使用及维修、安全与紧急措施的指示、安全设备的使
用、火警演习、为进行有高度危险性工作的人员提供的特别训
练，与及当工作转变或推行新的安全方法时所进行的再次训
练。如有需要，公司应资助及鼓励受雇的人参加由劳工处职业
安全及健康部或其他机构举办的训练课程，或以工作健康及安
全为题的研讨会及座谈会，以辅助公司的内部训练。东主必须
确保所有受雇的人获得充分的训练，而且有足够能力安全地进
行工作，换言之能够将可能对本身或他人造成的危害减至最
少。同时，东主亦要确保经理及督导人员明白自己的职责与及
具备充分的知识，来履行该等责任。因此，须受训练的不单是
操作人员，还有各阶层的督导人员及经理。良好的监督及足够
的指示对于健康及安全都极为重要，因为透过上述方法可以知
道潜在的危险所在，与及确保受雇的人遵守安全规则。〔第6A(2)(c)
条〕 

保持工业经营处于安全状况及提供和保持进出工业经
营的安全途径
2.1.7  东主必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确保任何由他管辖的
工作地方都保持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这项规定不但要在建筑 
物内施行，在其他地方，例如露天地盘及诸如棚架的临时结构 
物等，都须要遵守。东主亦必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确保
工作地方的进出途径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这项责任包括例
如：确保墙壁及楼面不会倒塌，升降机适当地加以维修，楼梯
照明充足，通道、出口、行车道均畅通无阻等。〔第6A(2)(d)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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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环境
2.1.8  东主必须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为受雇的人提供一个
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及予以保持，这包括例如工作
地方的照明、通风及噪音等方面的规定。〔第 6A(2)(e)条〕

2.2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2.2.1  所有受雇在工业经营工作的人，必须采取合理的谨慎措
施，顾及本身和其他可能因其工作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
影响的人的健康及安全。他不但要避免愚蠢或轻率的行为，还
要采取积极的步骤，以了解工场内的危险，及遵守必要的安全
规则和程序，同时要确保自己工作时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致危
害本身或他人的健康及安全。〔第 6B(1)(a)条〕

2.2.2  如《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或其附属规例限定东主或其
他人为保障工作健康及安全须负起或遵守一些责任或规定，则
受雇的人须与东主或其他人合作，尽可能使他们能履行或遵守
法例的责任或规定。举例说，东主有责任确保物品及物质的安
全使用及处理。为履行这项责任，东主可以实施若干安全程序
来使用及处理某些有危险性的物质。如这些程序确属适当，受
雇的人便必须与东主合作遵照这些程序工作。〔第6B(1)(b)条〕

2.3   东主的一般责任要点
2.3.1  东主的一般责任条款非常全面，而且应用范围很广。故
此，不可能在这里将某一间公司所应遵守的措施详尽列明。东
主应就其本身公司组织，考虑在履行职责时应采取什么行动。
下列问题可以协助东主作出评定。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些问
题并不包括所有事项，亦不可能顾及每一个情况，更不应视作
法律规定的释义。

2.3.2  设置及保持工业装置及工作系统 ─ 第 6A(2)(a)条

(1)  所有装置在安全及健康方面是否达到所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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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新装置时有否考虑最新的良好工作方法？

(3) 有否规定定期视察、检查及在有需要时进行测试，以确
保装置及其安全设备没有损坏？

(4) 在这类情况下，由专家进行测试等工作是否更为适当？

(5) 是否所有工作系统均有提供足够的安全措施？

(6) 这些工作系统有否充分地执行？

(7) 有否对工场所有运作〔特别是非经常进行的〕作彻底检
查，以便将受伤的危险、或可能对健康的危害减至最低
程度？

(8) 在清洁、修理及维修的运作方面，有否特别加以注意以
确保安全？

(9) 应否考虑推行一套特别安全工作系统，例如：『工作许
可证』制度？

(10) 有否定期监察工作环境，以确保在已知有毒性污染物存
在时，所实行的保护措施符合现行卫生标准？

(11) 有否进行监察，以检查管制措施是否足够和有效？

(12) 有否安排定期检查所有为确保安全及健康而设的设备及
器具〔例如：尘埃及薰烟抽取设备、防护装置、安全通
道的安排、监察及测试器具〕？

(13) 须提供什么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靴、安全头盔、
护眼罩、呼吸器、保护听觉装备〕？上述装备曾发出了
没有？有否适当地安排其存放、维修、清洁及更换？须 
要使用上述装备的人曾否接受使用方法的训练？

(14) 有否安排定期维修及测试电气装置及设备？

(15) 有否定出紧急程序及应变措施，包括例如漏出有毒或危
险物质、火警、漏出气体等情况，同时亦包括邻近楼宇
发生危险所引致的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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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物品及物质的使用、搬运、贮存及运载 ─ 第6A(2)(b)条

(1) 是否已小心检查生产方法中每种可能引致危险的物质，
以确保已采取所有必须的预防措施？

(2) 有否进行稽核，列出工作上所使用的物质，以找出任何
可能会对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的物质？

(3) 所有物质的容器有否加上正确的标签？

(4) 是否所有容器及处理器具均属适当，或是否需征询专家
的意见？

(5) 有否特别留意金属溶液的处理？

(6) 可否改善贮存及运送的安排，使其更为安全和减少对健
康的危害？

(7) 楼宇内如有使用机械运送，有关操作程序是否经过严格
评定？运送规则是否适当及有否彻实执行？

(8) 在使用运送设施方面，装置、建筑物或操作范围在结构
上是否需要作出修改，以达致安全？

(9) 在评定处理材料或使用运送设施方面的新建议时，有否
订立适当的程序？

(10) 可否以较少毒性或较少危险性的物质取代现时所用的物
质，或改善密封的方法，或采取遥距处理的方法，以增
加安全或改善工作环境？

(11) 有否特别留意在正常生产过程以外的安全工作系统及物
质处理？

(12) 有否特别留意携带及运送危险材料的预防措施，例如那
些含有高度毒性的、或爆炸性质的、又或是有辐射放射
体的材料？

(13) 现行的处理物品安全方法应否检讨？

(14) 是否须要就手工具、机器及流动装置的使用作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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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15) 所有设备是否安全贮存？

(16) 进行中的工序有否使用不适当的机器或设备？

2.3.4   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第 6A(2)(c)条

(1) 在计划工作健康及安全时，怎样可以令受雇的人合作？

(2) 有否就有关工作上的危害及其预防方法与其他影响健康
或安全的事宜，向所有受雇的人提供适当的资料及指
引？

(3) 是否每名接触危害健康工作的工人都获通知该等危险及
预防措施？有否安排知会工人任何有关监察的结果？

(4) 是否须要获得有关特别设备、物质或工序的更详尽资
料？

(5) 有否作出安排向受雇的人适当地传递资讯，同时使受雇
的人亦能够迅速无阻地向管方提出有关安全及健康事宜
的意见？

(6) 有否向受雇的人提供有关法律规定的资料？

(7) 有否为各合适阶层提供足够的技术性资料？

(8) 有否作出安排，使所有有关受雇的人可以使用健康及安
全的指导性刊物〔包括任何新版本〕？

(9) 在安全守则、避免危害健康的程序及使用安全设备三方
面的训练，有否作出适当的安排？在作出这类训练时，
有否考虑所要接触的阶层及受训者的能力？督导级人员
是否得到正确的训练？是否经常监察训练的效果及受训
者保留所学知识的程度？有否安排再次训练在职人员及
训练新雇员？

(10) 有否采取行动培养所有受雇的人具备高度的安全意识 ？

(11) 所有督导人员在管理安全工序及工作系统的职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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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备高水准的技巧？

(12) 有否设立制度，以确定组织内需要的训练，与及个别受
雇的人的特别需要？

(13) 有特别危险性的工序是否需要特别的训练？

(14) 所有训练是否着重安全的工作方法？

(15) 有否充分利用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训练中心或其他机
构所提供的训练课程及设施？

2.3.5   保持工业经营处于安全状况及提供和保持进出工业经营
的途径 — 第 6A(2)(d)条

(1) 有否考虑所有工作地点及其进出途径是否安全？

(2) 所有建筑物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有否进行保养？是否需
要作专业测量？

(3) 是否已充分考虑各建筑物的特别安全需要，如走火通
道、清洁窗门工人的安全带固定位置、及建筑物维修的
预定安排？

(4) 各建筑物内是否有一些不方便进入，但在某些时候（例
如在观察、控制各工序或装置的时候）又必须进入的地
方？如有的话，可否改善进入该等地方的方法？

(5) 是否有人须要进入某些可能有特别危险性的装置进行维
修或清洁？如有的话，是否已采取适当的程序及预防措
施？

(6) 有否注意良好的厂房管理及清洁 ？

(7) 有否明确指定走火通道的位置，及有否进行检查以确保
通道畅通无阻？

(8) 有否提供及维修灭火设备？有否提供使用灭火设备的适
当训练？

(9) 有否测试火警警报器？有否举行火警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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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工作环境 — 第 6A(2)(e)条

(1) 楼宇内有关照明设备、通风装置及防止噪音方面有没有
任何问题？

(2) 急救安排是否令人满意？

(3) 有没有危险废料引起的问题？

2.4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要点
下列问题有助受雇的人履行他们的一般责任。但这些问题并不
包括所有事项，亦不可能顾及每一个情况。同时，这些问题应 
该被当作指引使用，而不应视为各项法律规定的释义。

(1) 你有否采取合理的谨慎措施，顾及本身及其他可能因你
工作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影响的人的健康及安全？

(2) 在须要使用个人防护装备时，你是否明白为什么须要及
怎样使用这些装备，同时是否明白它的性能极限及怎样
加以保养？

(3) 你有否避免做出一些愚蠢或轻率的行为？

(4) 你在工作时的衣着是否适当？

(5) 你有否尝试擅改安全护罩或设备？

(6) 工作时你有否采用『捷径』的方法？你是否知道正确的
工作方法？

(7) 你是否曾使用会引起不必要危险的临时工具及设备？

(8) 有关安全工作守则方面，你是否曾接受足够的训练？

(9) 你有否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了解工场内的危险？

(10) 你是否得到足够有关安全的资料？你是否知道怎样在公
司内得到这些资料？

(11) 作为一名督导员，你是否了解工作上的危险及其对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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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影响。同时，你是否明白透过训练及执行，以确
保受雇的人遵守各项规则、程序及工作守则，从而防止
他们接触各项危险？

(12) 你有否遵守公司的安全规则及程序？

(13) 你是否认识公司的健康及安全政策、组织及安排？

(14) 在清洁、修理及维修运作中，你有否采取步骤以确保安
全？

(15) 你有否遵守东主提供的安全工作系统？

(16) 你是否有效地履行你在安全方面的职责 ？

(17) 你有否与东主或其他人合作，使他们能履行健康及安全
法例所规定的职责？

(18) 你是否明了东主所提供有关工作的危险、预防方法及其
他影响健康或安全事宜的资料；同时，有否遵守上述事
项的指引？

(19) 你曾否向督导人员或管方报告任何不安全的情况？你是
否知道报告的程序？

(20) 你曾否建议消除危险情况的方法？

(21) 你曾否参与厂内的安全推广活动？

(22) 你曾否尝试鼓励同事遵守安全守则？

(23) 你曾否为新工人树立一个好榜样？

2.5   『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一词的释义
2.5.1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所定东主的一般责任都受『在
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一词所约束。这词在条例中并无定义，
但从法院已判决的案例中，它已有一个颇明确的意义。

2.5.2   当东主须要『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实行某些事情，
他一方面要衡量该工作活动或情况的危险性，而另一方面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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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实施预防措施所涉及的成本，包括时间，困难及采取预防
措施的支出。只有当成本与危险很不相称时，这些规定才可列
为并非『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例如：如果某项工作活动
对健康及安全构成的危险非常低，但为了避免上述危险而采取
的预防措施的成本却很高，那么，采取这些预防措施的做法就
未必属合理切实可行，相反，如果危险性很高，则其对采取防
止该等危险措施的成本的比重便相应减低。

2.5.3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十八条，当某人因未能
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履行或遵守某一职责或规定而受到检
控时，被控人须要自行证明在履行或遵守职责或规定方面，如
要他做超过他实际所做的更多，乃属不合理切实可行的。

2.6   如何履行一般责任（个案）
2.6.1   以下个案展示工业经营的东主及受雇的人，应如何负起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6A及6B条分别为他们列明的一般责
任，以确保工地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从而防止意外发生。

2.6.2   这些个案中有些是本地工业的经验，有些则是在执行一
般责任的规定方面拥有长久历史的海外国家的经验。

个案一
事发情况
　　一间皮草加工工厂使用大量高度易燃的汽油。这些汽油盛
载于装有螺旋盖和容量为十八升的塑胶容器内；这些容器储存 
在工厂内认可的危险品储存仓中。容器上没有标签说明所载液 
体的性质、有关的危险及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

　　一名新工人首天在工厂上班，有人吩咐他将十二个载有液
体的容器由危险品储存仓搬到三十米外的滚筒清洗部。他并不 
知道容器内的液体是汽油。

　　该名工人将十二个容器放于手推车上，堆叠至两个容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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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但他并未留意到其中一容器的螺旋盖并未旋紧。在往滚 
筒清洗部途中，两个在上排的容器跌下地面，其中一个容器的
螺旋盖飞脱，容器内的汽油约有三份一漏出。那名工人将跌下 
的两个容器放回手推车上，继续前往滚筒清洗部，对倒在地上 
的汽油置诸不理。

　　十五分钟后，一名吸烟的工人行经上述通道，当时地面上 
仍有汽油，于是突然引发火警。该名吸烟的工人与及附近其他 
五名工人都被严重烧伤。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上述惨剧是由于东主管理失当所引致，他并未能履行条例
6A(2)(b)及(c)条所规定的一般责任。他应该早已拟订好正确的程
序，与及提供用作处理及运输汽油的必要工具，同时也应该教
导工人认识有关的危险及安全预防措施，并且作出安排，在遇
有诸如这次漏出液体的紧急事件发生时，应如何补救。此外，
东主应该作出有效的监管，以确保手推车不会盛载过量的汽油
容器，并确保漏出液体发生后应立即呈报及进行补救。

　　东主也未能履行《工厂及工业经营（危险物质）规例》的
规定，并无在汽油容器上加上正确的标签，又无确保螺旋盖旋
紧。他也未能依照《工厂及工业经营（应呈报工场的防火设备)
规例》的规定，确保遵守严禁吸烟的规定。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工人应该依循正确的程序使用设备运送汽油，同时应该按
照东主指示，呈报液体漏出一事，并作出补救。上述各项是条
例第6B(1)(a)条规定他应负起的一般责任。至于吸烟的工人，他
也未能遵守严禁吸烟的规定。

个案二
事发情况
　　一名工人从叉式起重机升起的叉上跌下，盘骨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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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意外发生于一间五金工厂的储物场内。一名工友请起重
机操作员将另一名工人用叉升上2.5米的高度。该名工人失去重
心，从叉上跌下。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东主应该禁止使用叉式起重机将工人升高的陋习，同时应
要教导工人认识安全规则，并实行适当的监督，以确保安全工
作系统得以执行。上述各项均为列载于条例第6A(2)(a)及(c)条的
东主一般责任。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起重机操作员未能遵守条例第6B(1)(a)条所规定的一般责
任。他不应该明知不安全，但仍将受伤工人升起。

个案三
事发情况
　　两名工人正返回一处占地甚广的土木工程地盘工作。当他
们经过离他们工作地点约五百米的维修工场时，发现一辆无人
看管的铲泥车，而车匙仍留在匙孔内。他们跳进该铲泥车并发
动了引擎，接着驾驶该铲泥车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去。

　　他们沿着一条临时通道驶下，其中一人坐在车斗内。当时
有一辆货车朝相反方向驶上，而该段道路的阔度并不足够双线 
行车。铲泥车司机十分惊慌，尝试将铲泥车避往该临时道路靠 
近下山斜坡而没有遮拦的路边。可是该铲泥车失去控制，冲过 
临时道路的边缘，滚下斜坡。两名工人分别从司机位及车斗被 
抛出；司机严重受伤，而该名乘客则死亡。

　　调查结果显示，两名工人均没有接受驾驶铲泥车的训练； 
而未经许可的人操作铲泥车及其他机械设备的陋习极为普遍， 
承建商从来没有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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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该承建商明显地忽视条例第6A(2)(a)，(c)及(d)条所规定他应
履行的一般责任。他应订定保养及修理机械设备的监管制度、
订立地盘内的交通安全规则、尽可能使临时通道安全、严格训
练及督导机械设备的操作员，及禁止任何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
下使用此类设备。

　　　承建商也未能确保铲泥车操作员曾参加有关训练课程及
持有有效证书。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根据条例第6B(1)条的规定，该两名工人的责任是在未经许
可时，应避免驾驶该铲泥车。驾驶铲泥车的工人，由于利用铲
泥车接载乘客，因此须向其乘客负责。

个案四
事发情况
　　在一幢建筑中的楼宇内，一名工人为方便将木料运往地
面，将楼边的防护栏移走。他在木料运送完毕，将防护栏放回
原位时，发觉该处的支架不能把防护栏稳固地支撑于适当位
置，但他只仍旧把防护拦松弛地放在支架上，并没有把这不妥
善的地方告知管方。

　　稍后，另一名工人在这层楼边附近工作。他不小心滑倒，
跌向防护栏，防护栏因而松脱，结果该工人与防护栏一起从八
层高的楼面坠下，因而死亡。

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根据条例第6A(2)(a)及(c)条的规定，承建商应提供一套妥善
的系统，以便雇员呈报损毁和作修理时有所遵循，及应指导工
人遵行这个系统。承建商亦未有遵照法例规定，在危险的楼边
加上稳固的围栏。



17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当第一名工人发现防护栏的支架不妥时，应立即通知管
方，以便进行修理。他这样不但能履行条例第6B(1)条的规定，
并可以挽救一名工友的生命。

个案五
事发情况
　　一台自动染布机内有一条位于隐蔽角落的传动链因损坏而
须要更换。更换的工作由一名技工独自进行。

　　在午膳时间，这名技工把染布机的电掣关掉，然后着手更
换损坏的传动链。然而，他事先并没有通知染布机的值机员他
会进行修理工作；他亦没有贴出警告告示，让其他人知道修理
工作正在进行。

　　值机员在午膳后回厂工作。当他发觉染布机停止运行电掣
又遭关掉，便再把电掣扭开。与此同时，修理技工刚把一条新
的传动链装好。这条传动链随即运行，把该名技工的左手扯入
齿轮与链的夹口位。结果他的左手手掌有一半遭切断。

东主的一般责任
　　東主应就染布机的修理及保养工作，采取一个工作许可证
系统，以确保修理及保养工作在进行时，电掣一直锁在关上的
位置。他也应规定张贴警告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人正在进行
修理保养工作。他还应指导工人认识该等工作的危险、训练他
们有关的安全程序和加以督导。上述各项均是东主根据条例第
6A(2)(a)及(c)条所规定的一般责任。

个案六
事发情况
　　事发现场为一间一层高的木材工厂。厂内工人利用通道摆
放木板。这些木板每块长2.4米、阔1.2米、厚18毫米。这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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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位于用瓦坑铁皮建造的厂房墙壁旁边。木板共有五十块，以 
较窄的一端置于地上，靠着墙边，每块均靠于另一块后面，以 
几乎垂直的角度竖立。

　　其后，一名工人在提取最外那块木板往别处进行锯切时， 
整叠木板突然倒下，把他压在地上，因而死亡。另一名行经的 
工人，双脚亦遭倒下的木板严重割伤。倒下的木板同时把铁皮
墙推倒。墙外有其他工人在工作，幸好他们与墙身有一段距离 
而仅免于难。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东主应指定把贮物范围设于远离通道的地方；订定正确堆 
放物件的方法；妥为指导工人和督导他们的工作；与及适当保
养厂房建筑物。这些责任载于条例第6A(2)(b)，(c)及(d)条。

个案七
事发情况
　　一名工人正在废铁仓内拆除一部货车。他以氧乙炔切割器 
拆除排气喉、制动拉索、后轴及油缸附近的各部分。当进行上
述工作时，油缸突然发生爆炸，导致该名工人被烧伤致死。在
进行切割工序时，油缸内仍有剩余电油未被彻底清除，其产生
的易燃气体被切割火焰燃点，因而发生爆炸。

东主的一般责任
　　条例第6A(2)(a)及(c)条规定，东主有责任提供一套安全的工
作系统。在这个个案来说，这工作系统应规定在进行切割工作
前，油缸必须彻底清洗。东主亦有责任为进行拆除工作的工人
提供足够的资料、指导、训练和监督。

个案八
事发情况
　　事件中的电子厂在线路板的浸蚀过程中使用过氧化氢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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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该两种化学品分别载于浸蚀机的两个输入缸内。每种化学
品的流量均受控制，按正确比例输入浸蚀箱。两个输入缸的容
量均为二百升。输入缸上并无贴上所盛载化学品名称的标签。

　　一名新近加入浸蚀部工作的工人，被指派往注满该两个半 
满的输入缸。他从危险品储存仓提取该两种化学品各四罐，并 
将其中一罐标明为过氧化氢的化学品注入其中一个输入缸内。
当他开始倾注第二罐过氧化氢时，便感到不适。他被送往医
院，经诊断后证实其中氯气毒。　　

　　事后调查显示，他将过氧化氢倒入盛载盐酸的输入缸内， 
因而产生大量氯气。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东主应在输入缸上清楚标明所盛载化学品的名称、其附带
危险、及使用和处理该化学品的安全预防措施。条例第6A(2)(b)
及(c)条所载的一般责任，亦规定东主须向工人说明有关的危险
及提供有关安全措施的训练。

个案九 
事发情况
　　在A位置与B位置之间的路轨中有一段需要进行维修。在
维修工程开始进行前，须在该段路轨的两端放置闪灯作为警
告，禁止任何人将车辆驶进该段路轨，有关人员利用机车放置
上述闪灯。

　　在该段路轨近中间位置有三名工人。当机车驶离他们前往
A位置放置闪灯的时候，他们开始进行维修工作。其后，该部
机车在同一路轨上倒后行驶，前往B位置放置闪灯。由于机车
倒后行驶，因此司机并不能清楚看见路轨上的情况，亦未能察
觉到有工人在该段路轨上。其中一名工人被机车撞倒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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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主的一般责任
　　东主应为维修工作订立妥善的工作程序，其中应包括：禁
止工人在路轨交通并未完全停止前在路轨上或路轨附近工作；
清楚向工人说明有关的危险及工作程序，及监督工人严格遵守
工作程序及安全守则。根据条例第6A(2)(a)及(c)条的规定，东主
的一般责任亦包括雇用讯号员。

个案十 
事发情况
　　一名工人正在车房内修理一辆停泊在坡道上的汽车，该辆
汽车的车头向着坡道下端。当他在车头修理引擎时，该车开始
从坡道滑下，滑行了八米的距离后把该名工人压于墙上致死。

　　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该辆汽车的制动系统有毛病，而坡 
道则十分湿滑。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一套安全的工作系统是不会容许修理工作在坡道上进行，
而应在平地上进行。坡道应保持清洁和不湿滑；停泊在坡道上
的汽车，其车轮应妥为楔紧；工人应获得有关安全工作的详细
指示，东主并须加以监督以确保他们遵守安全规则。根据条例
第6A(2)(a)，(c)及(d)条的规定，上述各项均是东主的一般责任。

个案十一 
事发情况
　　一辆吊机车在一个小型的货柜场把一个叠至第五层高的货
柜箱吊下来。该吊机车停在一处凹凸不平的泥地上，后轮靠近
通往较低地面的斜坡边缘。

　　当这个货柜箱被吊起时，吊机车后轮压着的泥土下陷。吊
机车于是倾侧，继而翻倒。该货柜箱跌在附近二名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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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压死。

东主的一般责任
　　东主应保持其货柜场的地面坚固及平坦。根据条例第6A(2)(a)
条的规定，他的一般责任亦包括须确保稳定吊机的设备得以正
确使用，以确保吊机稳定。

个案十二 
事发情况
　　在一间工厂内，拆卸锅炉的工程正在进行。在拆卸过程当
中，锅炉的一部分倒塌，压死一名工人。倒下的部分重约一公
吨，其倒下的原因是承托的支架遭拆去。

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承建商应就拆卸锅炉的工程，提供一套安全工作系统。这
套系统应特别包括制订一份关于工作方法的指示，以清楚说明
工作次序，使用临时支撑的需要性和处理各部分的方法。承建
商亦应为工人提供关于工作系统的足够资料和指示。而有关的
工作必须由合资格人员监督。承建商在这方面的责任载于条例
第6A(2)(a)及(c)条内。

个案十三 
事发情况
　　在一个建筑地盘内，挖掘沉箱的工程正在进行。当工人在
沉箱内挖掘时，地面上用柴油发动的机器正在操作。该地盘面
积细小而且周围均有建筑物，所以柴油发动的机器喷出的废气
不能被风吹走，而散布在机器附近。

　　一个沉箱位于两台柴油发动的机器之间，其内有一名工人
在离地面十呎以下的位置进行挖掘工作。这两台机器由早上
开始便不停地操作。该名工人在午膳后走进该沉箱进行挖掘工
作，不久即昏迷，在送院后证实不治。



22

　　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沉箱内的氧气含量降至极低，并
且探测到有一氧化碳。地盘内有一部空气输送机，为沉箱内的
工人供应新鲜空气，而空气输送机的入气口则靠近柴油发动的
机器的废气出口，这样的摆放方式令该名工人吸入有害的气
体，引致死亡。

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根据条例第6A(2)(a)及(e)条的规定，承建商有责任提供一套
安全工作系统，并维持建筑地盘工作环境安全。他应把柴油发
动的机器放在适当位置，以便废气排放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并
确保专为工人而设的空气输送机抽入新鲜空气。他亦应实施空
气监察计划，测试沉箱内的空气成份，并确保工人只在空气监
察结果显示进入沉箱并不会有危险时，才进入沉箱。

个案十四 
事发情况
　　在一个进行土木工程的地盘内，泥地高低不平，且存在若
干深达1.5米的坑穴。一场大雨后，这些坑穴及其附近地区均被
水淹没。

　　雨后一名工人返回离挖掘坑穴区域不远的工作地点。当他
经过积有数吋泥水的地盘时，他掉进地面其中一个坑穴内。在
被其他工人发现前，他已遭溺毙。

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在风雨来临前，承建商应于各坑穴旁竖立警告告示，风雨 
过后，须安排善后工作，包括把积水排去，才恢复正常的建筑
工程。根据条例6(A)(2)(d)条，这些均为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个案十五 
事发情况
　　一部履带式气动凿破机正被用来清拆一幢十五层高的建



23

筑物。在每层楼的楼面上均有一个10米乘10米的洞口，使垃
圾及混凝土碎片可从这些洞口一直跌落地下，再从那里移走
及倾倒。

　　当清拆工程进行至一楼时，一楼楼面堆积了过量的垃圾及
混凝土碎片，约高达1.2米。该部凿破机则停在垃圾及碎片堆
上，继续进行清拆。楼面突然塌下，该堆垃圾与及那部履带式
气动凿破机一同掉落地下，凿破机的操作员因此被活埋丧生。

　　该层楼的楼面倒塌是由于其上堆积了过量的垃圾及混凝土
碎片，导致楼面不胜负荷。

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承建商应清楚厘定进行清拆工程的方法，包括应如何处理
及搬走垃圾及混凝土碎片。承建商亦应教导工人有关的工作方
法，并密切监察其施工情况。根据条例第6A(2)(a)及(c)条，这些
均为承建商的一般责任。

个案十六 
事发情况
　　一名烧焊工人正进行气焊工作，过程中须使用装在用罄即
弃的气筒内的氩气。当他发现气筒内的氩气用完时，他试图从
盛有氩气的工业用气樽中抽取氩气，装入气筒内。

　　工业用气樽的气压为每平方吋二千五百磅，而气筒的安全
气压只是每平方吋八百七十五磅。同时，用罄即弃的气筒上亦
清楚标明气体用尽后，不应再次入气。

　　在工人试图替气筒再次注入氩气时，气筒发生爆炸，其中
一块飞出的碎片击中附近一名工人的腿部。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那名试图再次替气筒充气的烧焊工人，应遵守条例第6B(1)(a)
条所规定的一般责任，依照指示，不可替气筒注气。



24

个案十七 
事发情况
　　　一部基座式钻床正在开动为长方形金属片钻孔。可是，
负责钻孔的工人没有利用在机台上的夹子把工件夹紧，只是徒
手把工件固定在机台上。

　　　当他替第四块金属片钻孔时，他的左手未能紧按那块已
被钻得发热的金属片，所以金属片脱手而出，随着钻咀顺势转
动。该名工人的手指因此被这转动中工件的锐边割伤至差不多
折断。

　　　意外发生前，管工曾不时教导及督促该名受伤工人使用
夹子把工件夹紧，但该名工人对管工的话充耳不闻。

受雇的人的一般责任
　　　为履行条例第6B(1)(a)条所规定的责任，工人应利用钻床
机台的夹子，把工件夹紧。

2.7   罪行及罚则

2.7.1   东主
(a) 工业经营东主如不遵守一般责任的规定，即属违法，可

被罚款五十万元。〔第6A(3)条〕

(b) 工业经营东主如故意不遵守一般责任的规定，且无合理
辩解，即属违法，可被罚款五十万元及监禁六个月。
〔第6A(4)条〕

2.7.2   受雇的人
(a) 工业经营内的受雇的人如不遵守一般责任的规定，即属

违法，可被判第四级的罚款。〔第6B(2)条〕

(b) 工业经营内的受雇的人如在工作时故意作出可能会危害
本身或其他人士的行为，且无合理辩解，即属违法，可
被罚款五万元及监禁六个月。〔第6B(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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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
如你对本简介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其他职业安全及健康事宜，
你可与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联络：

电　话　：2559 2297 〔 办公时间外自动录音〕
传　真　：2915 1410
电子邮件：enquiry@labour.gov.hk

你 亦 可 以 透 过 互 联 网 络 ， 找 到 劳 工 处 提 供 的 各
项 服 务 及 主 要 劳 工 法 例 的 资 料 。 本 处 的 网 址 是
https://www.labour.gov.hk。

4. 投诉
如有任何有关不安全工作地点及工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
安健投诉热线 2542 2172 。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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