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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主任鄭金堂：有賴勞資各界攜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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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巡逾6萬次 發改善通知書千封
鄭金堂指出，勞工處有既定機制到工地作職業安全

的例行巡查；當收到投訴亦會以最快時間作出部署。
他又說，意外可分為兩種，其一是即時意外，需立即
去事發現場做調查；其二是透過僱主通報。勞工處巡
查時若發現地盤存在職安問題，會根據其危險程度發
出「敦促改善通知書」，甚至「暫時停工通知書」勒
令地盤即時停工。勞工處數字顯示，過去3年每年均作
出逾6萬次巡查，發出的「敦促改善通知書」的數目
由2013年的1,218封增至去年的1,395封；「暫時停工
通知書」亦由669封增至930封。
鄭金堂強調，職安健環環相扣，如要改變相關文化必

須多管齊下，「我們除了根據條例去巡查外，亦會針對
高危的工地作出特別執法行動，尤其是近年基建項目陸
續上馬。他舉例指出，部分工程用上新型鑽挖機及紮籠
等，會長時間為地盤工序帶來風險，勞工處人員便會在
地盤逗留一段長時間，深入審視所有文件及相關指引，
務求透過施工方案從而減低系統性風險。
勞工處一級職業安全主任李萬邦日常工作便是到工

地巡查，並對違反職安健的承辦商提出檢控。他表
示，每次去到意外現場，務必第一時間令現場環境不

要惡化，「要即時控制場面，並要搜集最新資料，包
括第一意外怎樣發生、誰人報警及意外原因等，要重
組整件事以方便日後的檢控工作，可說是與時間競
賽。」

支援服務科助行動 集合專家應變
他舉例指出，觸電意外往往是無形無色，要先找

出漏電位置，再了解觸電原因，過程中可能需要支
援科的同事支援，「調查過程中，我們會約見相關
知情人士以檢視地盤施工方案，再作風險評估。」
勞工處的支援服務科內有高級工程師、化學師、結
構工程師、電力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及高級化驗師
等。
現隸屬支援服務科的勞工處一級職業安全主任陳日

懷指出，每當遇有工業意外時，例如一名裝修工人在
地盤被燒傷，行動科便會協調，包括研究事發出於什
麼化學物品，再找出意外原因。她指出，導致工業意
外普遍是由於環境不安全、方法有問題、工人的不當
行為或職場文化的意識不足，「當中涉及人物、機
器、物件、方法及環境5大因素，我們會以此來找出核
心原因。」李萬邦亦指出，該5項因素互相緊扣，「要
用心去做，從心出發，才可減低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職業安全的重要
性，相信工人與僱主都十分清楚，但仍不時發生
工業意外，到底是誰之過？勞工處分區職業安全
主任鄭金堂指出，日常到工地巡查發現的違規情
況，其實僱主及僱員雙方都有責任，普遍為疏忽
所致，但亦有不少個案是出於承建商或僱主為了
「貪快」或節省成本而沒有向工人提供足夠安全
裝備而釀成。但他亦指出，不論工人抑或僱主，
近年的職安意識較以往大幅提高，都願意透過多
方面合作減低意外率。

「做足功夫意外可以避免」

鄭金堂表示，勞工處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職安
健訊息，包括現時已在大型基建項目開展前或設
計階段，若發現涉及可能有高空工作危險的工序
時，會向建築師建議為工人設置工作平台。他
說：「其實只要提高安全意識以及做足功夫，意
外是可以避免的。」
他又指出，勞工處於2013年亦聯同職安局推
出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至今已有逾2,000間中
小企成功申請。另外，勞工處亦有透過宣傳短
片、聲帶；以及加密巡查曾發生意外的工地，務
求多管齊下以減低意外率，並以「零意外」為終

極目標。
鄭金堂認為，不論僱主、僱員、政府抑或其他

機構也好，如果想改變職場文化，一定要攜手合
作，真心付出，提升安全意識，「每宗工業意
外，嚴重可造成永久傷殘甚至喪命，如果能減少
意外的發生，背後得益巨大，因可減少資源負
擔。」
勞工處一級職業安全主任李萬邦亦指出，其實

很多工人亦盼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工作，「有
次去地盤發現工人衣衫襤褸，而工人的工具及個
人防護裝備、施工方案、標示等方面都不足，便
向地盤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再向僱主解釋，後
來再去巡查時，已發現加添了裝備及標示，工人
更向我報以感激的微笑。」

工業意外誰之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佩韻） 年宵市場
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不

但方便市民購買年貨和時花， 更在歲晚
營造熱鬧和歡樂的節慶氣氛。2016年2月
8日是丙申年年初一，食物環境衛生署將
在13個區合共15個地點舉辦年宵市場，
但今年年宵就禁止撈金魚遊戲，以免檔主
在年宵後，將大量活金魚棄置於垃圾堆、
路邊及坑渠中。不少網民得知這個消息
後都紛紛讚好。
食環署公佈丙申年年宵市場簡介，以沙
田區為例，年宵市場設在源禾遊樂場，由
2016年2月2日(年廿四)至2月8日(年初一)
連續開設七天。署方在當地設置96個攤
位，包括64個濕貨攤位、32個乾貨攤
位，所有攤位將在今年11月24日，於沙
田禾輋社區會堂推出公開競投。

大量活金魚遭棄坑渠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署方決定禁止撈金

魚遊戲。署方解釋，過去曾收到有關投
訴，如有檔主在年宵後，將大量活金魚棄
置於垃圾堆、路邊及坑渠中，懷疑涉及違

反特許協議條款及虐待動物的行為。
署方又指，根據過往經驗，有關檔主並

非以售賣觀賞魚作為經營業務。為有效防
止上述違規違法行為，署方決定在丙申年
的年宵市場禁止售賣觀賞魚及繼續禁止在
准用範圍內進行任何遊戲活動。
消息一出，不少網民紛紛讚好，有網民

稱曾見到小朋友撈金魚後不願照顧，「最
後沖落廁所就算」，認為當局的安排值得
稱讚。

華樂團伴《神女》聲畫相輝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鄉郊代表選
舉2015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由
8月27日至9月9日供市民查閱。整套登記冊，
存放於民政事務總署的選舉登記主任辦公室，
市民可於辦公時間前往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
頓中心30樓查閱。
任何人欲對登記冊資料提出反對，或已登記

選民但發現其資料未被記錄在登記冊上，可於
9月9日或之前遞交反對或申索通知書。市民可
致電2152 1521或瀏覽鄉郊代表選舉網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明日
就是開學日，運輸署預計當日交通會較
為繁忙，提醒學生及家長應預早出門，
以免延誤上學時間。運輸署發言人表
示，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密
切監察明日的交通及公共運輸服務情
況，並派員到全港各主要地點實地視
察，在必要時會加強公共運輸服務。

發言人表示，本學期起就讀新校的學
童，應預先了解他們要乘搭的交通工具
路線，並在開學首日預留充裕的乘車時
間。住在離島區或就讀於離島區學校的
學生，應事先了解清楚要乘搭的渡輪航
線的班次、船種及航程時間。
發言人呼籲，駕駛人士盡量避免前往
學校區，保姆車及校巴司機切勿超載或

把學童單獨留在車上，並切勿在禁區上
落乘客。家長應盡早與保姆車或校巴營
辦商，訂定接送子女上學及放學的地
點。
如有查詢，市民可致電運輸署熱線

2804 2600或1823電話中心，或向各主
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的熱線電話及網
頁，獲取更多服務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港人拚搏努力，互相包容的獅子山
精神，數十年來推動香港在不同領
域創出新高峰。然而，香港正面對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減少及出生率
下降所帶來的人口挑戰，需積極招
攬外來人才。香港特區政府駐外辦
事處過去兩個月獲入境事務處配
合，在亞洲、歐洲和北美主要城市
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宣傳吸納人才

的優化措施，以及推廣香港是生活
和就業的宜居之地。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早前已推

出全新一站式網上平台「Hong
Kong Welcomes U」（「香港歡
迎您」）網站，為有意移居香港
工作、投資或升學的人士提供有
用 的 資 訊 。 網 址 為 www.
hkwelcomesu.gov.hk，有意者可上
網查閱。

開學日路繁忙 運署密切監察

鐵騎英雄外表看似威風凜凜，但背後卻是一份充滿汗水
及挑戰的工作。交通警察曾發華早前接受警務處刊物《警
聲》訪問時表示，雖然每名交通警都是各自騎着電單車出
外工作，但都十分重視團隊間的合作與默契，否則在處理
大型交通意外時會缺乏效率。他又指出，同事在交通部工
作可能要受很多辱罵，但正面來看卻是挑戰，笑稱：「我
在交通部駐守超過10年，確實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服務警隊31年 默契最重要
曾發華服務警隊31年，當中逾10年在交通部駐守。作

為一名前線主管，曾發華認為同事之間的溝通與默契十分
重要，否則在處理大型交通意外時會缺乏效率。他曾在龍
翔道處理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當時交通癱瘓，各同事也
沒法到達現場，他決定從對頭線到達現場，並進行評估，
再指派其他同事以其他途徑到場及疏導交通，令救護車可
及時到達。

與同事分享處理投訴經驗
他續說，處理告票也是交通警每天需要面對的挑戰，同事也會感

到壓力，「當同事遇到有關處理告票的爭議時，我會請他們第一時
間通知我。到達現場後，我會先向同事了解當時情況，然後接手處
理。」事後，曾發華會與同事交流處理市民投訴的經驗，讓他們明
白當中解難的方法。

曾發華認為，與同事互相交流及分享經驗的方式，會令同事從不
同角度思考，從而增進同事對交通部的歸屬感。他又指出，在科技
日新月異的社會，交通警察的工作範圍也相對擴闊，如打擊酒後駕
駛及藥後駕駛，需要學習運用不同的偵速器材，直言：「確實還有
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每名員工如能了解自己在機
構中的角色及重要價值，並培養對工作的欣賞，成為
正面的原動力，將有助推動整個團體及機構發展，曾
發華便是一例。 ■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默片與音樂會同場表演，
聲與畫兩者之間如何擦出火
花？新加坡華樂團將於下月首
度訪港，並在音樂總監葉聰指
揮下舉行兩場音樂會，當中
「阮玲玉《神女》默片音樂
會」更以現場音樂配合默片，

聲與畫互相輝映，打破傳統觀看默片的模式，極具新鮮感。
「阮玲玉《神女》默片音樂會」將於10月17日（周六）晚上8
時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樂團將演奏由羅偉倫及羅堅創作的
音樂，配合同步放映中國傳奇女演員阮玲玉領銜演出的經典默片
《神女》，為上世紀30年代扣人心弦的默片注入新生命。該作品
於2014年在新加坡首演，獲得高度評價，《亞洲週刊》更形容
「現場的聲音與畫面配合得天衣無縫」。

多首樂曲盡展南洋風格
第二場音樂會將於10月18日（周日）晚上8時，在香港文化中
心音樂廳上演，曲目包括沃森的《牌友》、譚盾的《火祭》、江
賜良的《捕風掠影II—刺的回味》之〈紅毛丹〉及女高音吳碧霞擔
任獨唱的交響詩《馬可波羅與卜魯罕公主》選段及廣東調子樂曲
《旱天雷》等，充分展現南洋風格。
新加坡華樂團是新加坡的旗艦藝術團體之一，自1997年成立以
來，便以發展及創新為重任，透過汲取周邊國家獨特的南洋文
化，發展成具多元文化特色的樂團，至今有近85人，以氣勢激昂
的演奏與多元化的節目著稱。音樂總監葉聰早在1979年於上海音
樂學院攻讀指揮，及後親赴耶魯大學攻讀碩士課程，成為指揮大
師梅勒的學生。他在2002年應邀出任新加坡華樂團的音樂總監，
令樂團在音樂與技術上不斷突破。
新加坡華樂團今次演出，是康文署「音樂盛會二○一五」的節
目之一，票價由160元至450元不等。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設有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及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惠人士半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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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選舉臨時選民名冊開放查閱 面臨人口挑戰 港多招吸新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着多項大型基建如火如荼地進行，加上大廈維修工程需

求甚殷，建造業工人工作不斷，但工業意外數字亦相應上升。勞工及福利局、發展局等多

個政策局一直積極向社會推廣職安健訊息，而作為前線把關的勞工處更是任重道遠。勞工

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鄭金堂指出，職安文化有賴勞資雙方與社會各界攜手推動，並以「零

意外」為終極目標，「如果做足功夫，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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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意外率及勞處執法數字
年份

2012
2013
2014

資料來源：勞工處 製表：記者 聶曉輝

每千名工人計算的意外率

44.3
40.8
41.9

巡查數目

63,966
61,529
61,251

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的數目

1,208
1,218
1,395

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的數目

683
669
930

■交通警察
曾發華

■「阮玲玉《神女》默片音樂會」將於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李萬邦表示，每次到
意外現場，務必第一時
間令現場環境不要惡
化。 劉國權 攝

◀◀陳日懷指，導致工業
意外普遍由於環境不安
全、方法有問題、工人
的不當行為或職場文化
意識不足。 劉國權 攝

■■鄭金堂指出鄭金堂指出，，職安文職安文
化有賴勞資雙方與社會化有賴勞資雙方與社會
各界攜手推動各界攜手推動，，並以並以
「「零意外零意外」」為終極目為終極目
標標。。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丙申年年宵將禁止撈金魚遊戲。

勞工處 警務處 運輸署食環署康文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