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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暨頒獎典禮舉行完畢
為表揚和嘉許參與 2012 年「建造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中表現良好的承建商、
工程分判商、地盤安全管理人員和工友，勞工事務局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
午二時至六時，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五樓蓮花廳舉行了「2012 年建造業安全
施工獎勵計劃」分享會暨頒奬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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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日，本局和合辦單位嘉賓代表向各比賽組別的得獎者進行獎項頒發，部
分得獎機構代表並於會上分享其施工安全和管理經驗。

得獎者分享心得

另外，有 8 間得獎機構，包括：新福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新菱冷
熱工業株式會社、泰昇建築 ( 澳門 ) 有限公司、保華建築有限公司、中國
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瀚港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奧斯建築策劃及工程有
限公司及盈電工程有限公司，各公司的管理層及僱員代表在典禮上進行「職
業安全健康約章」簽署儀式，承諾致力在機構內推行工作安全健康的各項
任務。

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為約章簽署作見證
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與簽署約章機構合照

計劃的評審工作由本局聯同土地工務運輸局、建設發展辦公室、運輸基建
辦公室、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工程師學會，澳門
建造商會、澳門建造業總工會、澳門工程施工主管協會、澳門建築機械工
程商會及澳門職業安全健康協會等合辦單位共同參與和評定。
是次活動感謝各合辦單位和業界的鼎力支持，對推動本澳建造業的職業安
全健康和營造良好的施工安全文化有著莫大的幫助。

2012 年「建造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組別

樓宇建造地盤 --A 組

單項工程分判商 --A 組

獎項

得獎機構 / 人員

金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銀獎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銀獎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銅獎

新福港 --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銀獎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銀獎

新菱冷熱工業株式會社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安樂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金獎

泰昇建築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銀獎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銀獎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銅獎

瑞權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瀚港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銀獎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銀獎

奧斯 - 得寶合作經營體

司法警察局新華大廈裝修工程

銅獎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職安健政策
樓宇建造地盤 - 特別工程項目

職安健管理制度
最佳職安健裝修及維修保養承建商

僱主責任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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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昌建築有限公司

地盤名稱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5a 地段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3 地段第一區
仁伯爵醫院第一期擴建工程 - 輔助設施及急診部
高樓街 41-47 號住宅發展項目工程

目標和使命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澳門路氹城銀河地盤

路環聯生發展項目金峰南岸
輕軌工程 C380

澳門、氹仔、路環 CEM 的公共網路
澳門路氹城銀河地盤

職安健委員會

菩提園社會服務大樓建造工程
財富中心 13 樓裝修工程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僱員責任

組別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改善項目

獎項

得獎機構 / 人員

金獎

泰昇建築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銀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銀獎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銅獎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新福港 --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仁伯爵醫院第一期擴建工程 - 輔助設施及急診部

銀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5a 地段 - 升降機槽閘門及鋼平台

銀獎

泰昇建築 ( 澳門 ) 有限公司

銅獎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新菱冷熱工業株式會社

銀獎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澳門組別〕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香港組別〕

地盤名稱
澳門路氹城銀河地盤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5a 地段
財富中心 13 樓裝修工程

澳門路氹城銀河地盤 - 扎鋼筋鐵籠方法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攪牙機護罩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吊重〝A〞字架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張志康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5a 地段

銀獎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黃暉明

銅獎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 梁英倫

銅獎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 李松勝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財富中心 13 樓裝修工程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3 地段第一區

銅獎

新福港 -- 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 何錦青 仁伯爵醫院第一期擴建工程 - 輔助設施及急診部

銀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韓文福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5a 地段

銅獎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 黃頌民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 麥永基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銅獎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 王子基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金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高伯源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 蘇永明

優異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黃堅鋼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李慶華
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 黎文俊
泰昇建築 ( 澳門 ) 有限公司 - 梁樹榮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李容妹

傑出職安健工友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 黃國洪
入圍獎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蔡志強
中國建築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饒共生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杜傑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陳月堂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 黃瓊英
新昌工程 ( 澳門 ) 有限公司 -- 梁潤娣

樓宇建造地盤 -A 組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最佳職安健裝修及維修保養承建商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優異獎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

澳門青洲坊第 4 地段
黑沙環消防局行動站改善工程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路環石排灣公共房屋 CN3 地段第一區

新菱冷熱工業株式會社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輕軌工程 C380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 葉兆忠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 譚景順

澳門威尼斯人第 5、6 期工程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 許振恒

黑沙環消防局行動站改善工程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 歐穎剛

澳門青洲坊第 4 地段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 梁文楷

高樓街 41-47 號住宅發展項目工程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 葉曉紅

高樓街 41-47 號住宅發展項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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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章成員專訪

（左起）蔡燕媚小姐、孔祥輝先生受訪時攝

專訪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保障員工安全健康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下稱 CSR），自 1992 年成立至今，一直為澳門市民提供家居廢物收集、市區清潔及其他
相關工作。2005 年，獲勞工事務局引薦成為《職業安全健康約章》成員，作為一間擁有 500 多名前線員工的機構，CSR
先後通過 ISO 9001、ISO14001 和 OHSAS 18001 等國際管理標準，務求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今期本
報有幸邀請 CSR 副總經理李文灝先生、副總經理孔祥輝先生，以及行政經理蔡燕媚小姐接受訪問，為讀者分享 CSR 在推
行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經驗和心得。

重視員工安全 引入安全制度

了解意外原因 從源頭改善

談及工作環境，孔先生表示，CSR 與一般室內的
清潔公司不同，員工經常在戶外工作，工作環境複雜
多變，員工須特別注意安全，對此公司一直重視員工
的工作安全。而成為勞工事務局的《職業安全健康約
章》成員，正正符合公司管理層和員工對安全理念的
追求。「在推行《職業安全健康約章》的初期，我們
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因為員工明白安全對他們而言
是有好處和保障的措施。」孔先生道出公司上下對工
作安全的重視和支持。

CSR 成為約章成員後加強了工傷意外成因的調查工
作，每次當工作意外發生後，安全委員會將對事件進行調
查、討論及研究，以找出意外成因和改善的方法。孔先生
舉例說：「曾經有一名清潔工人在垃圾房內滑倒，引致手
腕骨折斷，安全委員會派員到場視察，發現由於垃圾房是
由政府部門經不同的承建商所興建，房內地面情況不一
致，有些地面情況較好，有些地面則較濕滑，工人容易滑
倒，經各方溝通後，相關政府單位承諾以後將作出改善。
另外，針對垃圾房濕滑的工作環境，CSR 開始為掃街工人
提供合適的防滑鞋。」《職業安全健康約章》的實施能促
使公司關注並提升工作環境的安全，藉此減低工作意外的
發生。

談及 CSR 的安全委員會架構，由八名管理層和五
名前線員工代表所組成，透過每季度舉行一次的安全
會議，邀請不同部門的經理、前線員工代表如掃街工
人、司機等參與討論。在會議上，員工可以表達在工
作時遇到的職安健問題，管理層亦能宣揚公司的政策
與立場，以及回應員工的訴求。會議結束後，前線員
工代表可將會議訊息逐層傳遞給其它前線員工，達至
訊息互通。李先生表示：「透過管理層和員工的共同
參與，提升員工執行職安健政策的積極性，令職安健
政策得以上行下效，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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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厭其煩 多方面培訓和宣傳
蔡小姐表示，每年 CSR 各部門會根據工作需要而制定
培訓計劃，亦持續與勞工事務局合辦安全講座，以加強員
工的安全意識。以前線司機為例，CSR 提供了防禦性駕駛
訓練。蔡小姐認為，雖然司機有多年的駕駛經驗，但透過
再培訓可以加強他們的安全意識和更正陋習，從而提升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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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屢次發生的工傷，模擬並拍攝員工受傷的過程和當時
的工作環境，並整理成一輯相片表達出來，然後分批及多
次向員工展示相片及講解說明，讓他們更容易體會和吸
收，從而避免發生工作意外。」不怕麻煩，用不同方法進
行職安健宣傳，可以看出 CSR 對員工的關懷與重視。

李文灝先生接受訪問

安全系統的重要性
對於企業如何提升職安健管理和進行優化，李先生建
議：「根據我們的經驗，公司實行安全管理系統，並聘用
安全主任、安全經理等專業人士幫助推行及監測安全系
統，對公司的安全水準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駛的技術。李先生補充：「公司會根據工傷發生的情
況對培訓計劃進行適當的微調，以迎合工作上的需要，
並以完成該年度所制定的職安健培訓計劃為目標。」
孔先生表示，除了培訓外，近年 CSR 還對多次發
生的工傷類型作進一步的跟進。孔先生說：「由於員
工接受文字訊息的差異，我們用圖文並茂的方式，將

將員工的健康放在首位，是 CSR 對職安健堅守的宗
旨。蔡小姐表示：「相信很多公司跟我們一樣本著『員工
是公司的重要資產』的理念，認同員工在安全、良好的環
境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後，李先生、孔先生和蔡小
姐均異口同聲地道出：「零工傷、零意外，是 CSR 的終極
目標。」

勞工局辦分享會與業界
交流使用防墮裝置心得
由勞工事務局主辦之「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課程及推廣計劃分
享會，已於去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在該局先進廣場 2 樓舉行，吸引近一百名
來自建造業、物業管理業、裝修及維修工程業以及從事高空工作的業界人
士參與，交流使用上述裝置心得，氣氛熱烈。
局方近年推出該計劃至今，已有近五十間合資格的中小企業成功申請
並由該局免費發給「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壹套，為使業界有更多交
勞工局代表介紹
「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課程及推廣計劃

流和分享使用裝置的寶貴經驗，局方特別舉辦是次分享會，並邀請四間已
申請推廣計劃獲批的企業於會上分享經驗，包括：吳淦記建築有限公司、
友力工程有限公司、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和新華空調工程有限公司，讓
與會者透過業內人士解說和分享使用經驗，更深入了解裝置的應用和操作
狀況，以及對高空工作安全的提升作用等，分享會並設有提問和互動時間，
讓業界有更多交流和分享使用裝置的機會。
此外，局方亦於分享會上總結近年向已申請計劃的企業進行問卷調
查，在成功收回的問卷意見中，普遍反映裝置對高空工作安全有提升作用，
以及有助減低高處下墮所引致的工作意外，值得持續向業界進行推廣，

業界向與會者分享使用
「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經驗

有興趣參與上述推廣計劃的業界人士，可瀏覽勞工事務局職安健天地網頁
（http://www.dsal.gov.mo/chinese/dsso/dsso_front.htm） 或 致 電 83999433 與
本局職業安全健康廳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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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
澳門地區選拔賽
「水電工會」及「澳電 1 隊」分別奪得兩組別冠軍
參賽隊員進行職安健操作題環節

由澳門勞工事務局、廣東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以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合辦
的「第七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將於本年在香港舉行。競賽的目的是透過職安健
問答比賽，讓在職人士加強認識和掌握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知識，以預防工作意
外和職業病的發生。

參賽隊員進行問答題題環節

為了選出澳門地區的代表參加今年的總決賽，勞工事務局已於去年十月十三日
( 星期六 )，假澳門理工學院大禮堂舉辦「第七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澳門地區
選拔賽。比賽設團體組及企業組兩個組別，每組以隊制形式，派出三名代表出賽，
透過對有關職安健知識的實物操作題、影片題和問答題進行競賽，最後以每組比賽
積分最高的一隊為優勝隊伍。
競賽內容涉及各行各業及各類工種的職安健知識，如建造業安全、飲食業安
全、辦公室安全、安全管理、工場整理、體力處理操作、職業健康、消防安全、電
力安全、化學品安全、燒焊操作安全、機械操作安全及個人防護等，以及粵港澳三
地的職安健法規知識。
是次比賽由勞工事務局代局長林美美、職業安全健康廳廳長林玉章、澳門中華
總商會副理事長黃國勝、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李靜儀，以及澳門職業安全健
康協會會長高志良擔任比賽的名譽評判及頒獎嘉賓。比賽結果如下：

團體組

企業組

冠軍 ：水電工會

冠軍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 隊

亞軍 ：澳門建造商會

亞軍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B 隊

季軍 ：新福利職業安全健康職工會

季軍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A 隊

團體組和企業組的冠、亞、季軍隊伍，分別獲頒發獎盃及澳門幣壹萬元、伍仟元及叁仟元的獎金。兩組優勝隊伍將
代表澳門參加本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七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總決賽，與廣東省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表隊伍進行職
安健知識的競賽和交流。

兩組冠、亞、季軍隊伍與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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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2012 年工作場所
現場職業健康身體檢查工作情況
為關注各行業僱員的職業健康，職業健康醫療室因應危害性較高的行業進行巡查，並在巡查期間抽查僱員進
行職業健康身體檢查，內容包括檢查手部皮膚及下肢靜脈曲張情況，並於現場對相關僱員提出預防職業性皮膚炎、
下肢靜脈曲張的預防保護措施，及個人防護用品等職業健康改善建議，以喚起業界重視僱員的職業健康。

餐飲服務業

建造業 酒店業

201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工作場所現場職業健康身體檢查情況：
醫療室人員為 50 個地盤共 271 名建造業僱員

醫療室人員為從事餐飲服務業僱員之工作

提供職業健康檢查 542 項次，檢查中沒有發

場所現場身體檢查工作，共為 11 間餐飲服

現懷疑患上職業病或職業健康受損的僱員。

務業 41 名僱員提供工作場所現場職業健康

針對有關情況，向受檢僱員提出職業健康改

檢查 82 項次，檢查中未發現職業健康受損

善建議合共 599 項次。

或懷疑患上職業病的僱員。針對有關情況，
於巡查期間合共向受檢僱員提出職業健康

醫療室人員為 51 間酒店之 217 名僱員提供

改善建議 112 項次。

職業健康檢查共 402 項次，檢查中未發現職

41

業健康受損或懷疑患上職業病的僱員。針對
有關情況，合共向受檢僱員提出職業健康改
271

善建議 525 項次。

217

表一 工作場所現場的職業健康身體檢查情況
提供健康 懷疑已患上 職業健康
健康建議
檢查項次 職業病人數 受損人數 項次 ( 個人 )

行業

機構 / 工地

建造業

50

271

542

0

0

599

酒店業

51

217

402

0

0

525

餐飲服務業

11

41

82

0

0

112

合 共

112

529

1026

0

0

1236

(間/個)

涉及人數

建造業
餐飲服務業
酒店業

涉及人數

計劃內容
向每間符合申請資格之本澳企業或機構，免費發給合規格之急救箱壹個(內含急救用品)，
以及免費報讀由勞工事務局開辦之「急救護理基礎常識」課程。

申請資格

推廣計劃

凡本澳之企業或機構均可申請，當中以飲食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業等之「中小企業」
為優先批核和派發對象。

申請手續：
填妥本推廣計劃申請表格*，連同所須提交的資料和證明文件，送交到勞工事務局二樓職業安全健康廳
(地址：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先進廣場大廈2樓)。
* 表格可親臨勞工事務局領取或於本局網頁www.dsal.gov.mo下載

申請費用全免

查詢請電：83999433，839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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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工作意外調查發佈會
勞工事務局去年十二月中旬舉行工作意外調查發佈會，公佈了兩宗本澳去年嚴重工作意外的調查結果，
包括意外成因分析及有關預防措施，期能防範同類事故再次發生，並藉此呼籲業界重視及關注工作安
全，共同構建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個案 1

氹仔柯維納馬

路某

致死意外 (2
地盤物料下墜

012 年 9 月 )

意外簡述 _ 2012 年 9 月 11 日晚上約 8 時，氹仔柯維納馬
路某地盤，有一名工友在扒平混凝土時，被天
秤吊起的沙漿斗突然滑落壓至重傷，導致死亡。

意外成因 _ 一 ‧ 機械故障：
天秤在吊升沙漿斗過程中，電力突然中斷， 天
秤的安全制動系統 ( 索掣 ) 在當時未能完全發
揮鎖緊的作用，以致沙漿斗隨即下滑，壓中工
友；
二 ‧ 安全管理不完善及個人不安全行為：
沒有禁止工友於被吊升的沙漿斗下方工作；
三 ‧ 環境因素：
當電力中斷時，天秤的照明設備全部熄滅，導
致現場漆黑一片，令工友未能察覺存在危險，
及時走避。

改善措施 _ 承造商方面
一 ‧ 須加強檢查天秤的制動系統，確保機械處於良好操作狀態，尤其是每週檢查制動系統可於電力
中斷時能充分發揮作用；
二 ‧ 將起重機械之電力裝置與其他電源分開，避免因其他裝置的電力出現異常情況而影響起重機械
的運作；
三 ‧ 天秤上的照明系統分兩組電源供應，若其中一組系統出現故障時，仍有另一組正常運作；
四 ‧ 制定及執行有關的安全施工守則，加強工地安全管理，尤其禁止工友進入吊運區域；
五 ‧ 提供相關的安全培訓予工友，尤其吊運安全知識。
工人方面
一 ‧ 須遵守承造商的安全施工守則；
二 ‧ 積極參與有關的安全訓練，識別施工危害因素，提高工作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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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2

林

附近某地盤
茂海邊大馬路

工人墮樓致死

5
意外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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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簡述 _ 2012 年 5 月 23 日下午約 5 時，林茂海邊大馬
路附近某地盤，有一名工友在 10 樓天井安裝模
板時，失足從高處墮下致頭部受傷，經送院搶
救無效，證實死亡。

意外成因 _ 一 ‧ 沒有設置集體保護措施：
承造商沒有在工作地點設置合適的工作平台或
防墮裝置 ( 如獨立救生繩 )；
二 ‧ 個人不安全行為：
工友站於木方上工作，因木方承受不了工友的
體重而斷開，工友隨即下墮至 3 樓；
三 ‧ 沒有使用個人保護措施：
工友沒有配戴安全帶；
四 ‧ 安全管理不完善：
承造商監管不足，導致沒有及時發現及制止工
友做出該不安全行為 。

改善措施 _ 承造商方面
一 ‧ 進行高空工作時，必須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
二 ‧ 加強高空工作安全管理，尤其教導及監督工友正確使用工作平台或防墮裝置進行高空工作；
工人方面
一 ‧ 須正確使用工作平台或防墮裝置進行高空工作。
二 ‧ 積極參與有關的安全訓練，識別高空工作危害因素，提高工作安全意識。

計劃內容
向每名符合申請資格之本澳建造業「中小企業」的本地僱員，免費發給符合安全標準的
安全鞋壹對，以及免費報讀由勞工事務局開辦之有關的「認識個人保護設備」課程。

申請資格

安全鞋
推廣計劃

申請企業須屬本澳建造業之「中小企業」，且有關僱員須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及由勞工事務局所發出的有效「建造業職安卡」。

申請手續：
填妥本推廣計劃申請表格*，連同所須提交的資料和證明文件，送交到勞工事務局二樓職業安全健康廳
(地址：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先進廣場大廈2樓)。
* 表格可親臨勞工事務局領取或於本局網頁www.dsal.gov.mo下載

申請費用全免

查詢請電：83999433，839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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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花絮

勞工局聯同業界出席《兩岸四地
職安健學術研討會》促進職安健交流

第二十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地區職業安全健康學術研討會》
勞工局代表與本澳勞資和職安健專業團體的代表合照

由勞工事務局與兩岸四地學術機構和團體合辦之
第二十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地區職業安全健康
學術研討會》，於去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一連四天
在四川成都舉行，局方聯同本澳社團和專業團體出席
和參與上述研討會，並於會上發表專業論文，促進與
兩岸四地職業安全健康範疇的專家、學者與業界人士
交流，收獲豐碩。
勞工事務局一直致力與本澳鄰近地區合辦職業
安全健康範疇的會議和研討會等活動，促進與其他地
區在職安健方面的學術交流，而上述研討會舉辦至今
已歷廿載，局方於本屆聯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
建築置業商會、澳門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和澳門建築安
全督導員協會代表一行十六人，前赴四川成都參與由
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主辦的第二十屆《海峽兩岸及
香港、澳門地區職業安全健康學術研討會》，局方代
表於大會主旨演講發表以「雙管齊下全面提升澳門建
造業職安健」為題的學術文章，向與會人士介紹澳門
特區政府近年以承造商職安健表現作評分與獎勵的政
策，鼓勵業界主動自發做好職安健，同時亦就澳門建
造業未來職安健發展的取向與定位等作綜合介紹，加
深與會人士對澳門建造業發展的了解；此外，澳門工
會聯合總會代表亦就職安健人員培訓為題於會議分會
場發表「淺析澳門職安健專業人員的教育及培訓」文
章，綜述現時本澳職安健專業人員的發展現況，並提

供實質建議供本澳業界人士以及與會者參考。局方期
望本澳業界藉參與研討會作為交流互動平台，促進與
兩岸四地職業安全健康範疇的專家、學者與業界人士
交流，開拓視野，對本澳業界職安健發展均有積極的
借鑑與啟發作用，而本澳與會代表均認同是屆研討會
能達至預期成效，收獲豐碩。
此外，研討會並同時舉行兩岸四地合辦單位年度
會議，會上通過下屆學術研討會將由香港職業安全健
康局於本年十一月份在香港舉辦，會後主辦單位安排
與會人士參觀汶川和都江堰等考察活動，了解四川重
建地震災區的最新情況，而研討會亦於九月十四日在
四川成都圓滿結束，與會者達 350 人。

主辦單位代表與勞工局黃志雄局長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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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派員參加
《中國國際安全生產論》
黃志雄局長於論壇發表學術文章

由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和國際勞工組織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中國國際安全生產論壇暨中國國際安
全生產及職業健康展覽會》〔以下簡稱論壇和展覽會〕，已於去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一連三天在北京舉行，勞
工事務局派出五名代表參與上述論壇，並於論壇發表專業論文，促進與內地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職安健專家和學者
相互交流，冀提升澳門職安健地位，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
由黃志雄局長聯同轄下職業安全健康廳主管和技術人員
一行五人，前赴北京參加由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
和國際勞工組織共同主辦的上述論壇和展覽會，會上國務委
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發表講話，強調貫徹「安全第一、預
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認真落實各項安全生產措施，
有效防範和堅決遏制各類生產安全事故，而國家安全生產監
督管理總局楊棟樑局長於主旨演講中強調，堅持以人為本，
履行安全生產職責，確保實現 2020 年全國安全生產狀況根
本好轉的戰略目標。此外，國際勞工組織代理副總幹事瑪紐
拉．托梅和加拿大勞工部莉薩．雷特等亦於會上發表演講，
以加強各國在安全生產議題上的交流。
第六屆中國國際安全生產論壇暨展覽會
勞工局參會代表合照

黃志雄局長於主論壇大會發表以澳門建造業職安健管理
政策為題的學術文章，向與會人士介紹澳門特區政府以「建
造業施工安全獎勵計劃」和「承造商的建築工程職安健評分
制度」雙管齊下的策略理念，來提升澳門建造業的職安健文
化，以及分析業界未來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等。局方冀藉本
屆安全生產論壇加強與內地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職安健專家和
學者交流，除借鑑各地區的成功職安健經驗外，對提升澳門
職安健的形象與地位，與國際職安健接軌，均具積極的推動
作用。
本屆論壇並附設職業健康展覽會，展場設於北京國家會
議中心，場內的參展商包括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達 280 多
間，分別展示市場最新的安全用品、設備和環保產品等，除
有助局方了解現時市面上最新的保護裝備和產品資訊外，並
可吸取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推動各行業職安健的實貴經驗，對
局方日後制定適當的職安健政策與措施，具備借鑑與參考價
值。而本屆論壇和展覽會亦於九月二十日在北京圓滿閉幕，
參加人數達 550 人。

P. 11

勞工事務局推出新一批職安健宣傳品

索
迎
歡

為配合職業安全健康的推廣，勞工事務局不斷推出各種類型的宣傳品，如海報、單張
及小冊子等，相關宣傳品內容豐富，我們更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務求讓大眾能更深入了解這
些切身的安全資訊。

海報

起重機械支撐夠
做足功夫常檢修

密閉空間藏危機
安全工序幫到你

單張及小冊子

『密閉空間』
工作安全程序

小型拆卸工程
安全指引

在建築工地推行
安全施工程序

職安健單元
證書培訓課程

職業健康
醫療室

如需索取相關刊物，可於辦公時間親臨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 221-279 號先進廣場大廈
勞工事務局二樓職業安全健康廳，或致電 83999454 查詢，同時亦可登入本局職安健天地網
站 (http://www.dsal.gov.mo/chinese/dsso/dsso_front.htm)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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