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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建築」地盤百天內發生兩奪命工傷
繼9月塌天秤意外後 昨再有工人遭工字鐵壓斃

今年9月秀茂坪安達臣道地盤天秤

倒塌釀3死6傷，其參與承建的油塘

一個地盤昨日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條

約1米乘4米工字鐵突然塌下，將一名燒焊

工人壓斃，這是「精進建築」地盤百天內

第二宗奪命工傷。勞工處昨日表示，將會

向該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

止其在建築地盤內進行切割和拆卸橫向牆

身承托的工字樑，直至信納承建商已採取

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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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昨日指出，油塘建築地盤昨日再發生奪命意外，令人
痛心。近年建造工地安全事故頻發，反映出監管制
度、人手經驗、建造技術等多方面出現系統性問題。
香港未來的工程項目會越來越多，但沒有任何工程項
目值得以人命傷亡作為代價，不能再容忍更多工友的
生命安全受到損傷。在刻不容緩加強罰則的同時，政
府需要全面改革目前的工地安全監管制度。
有工程背景的議員張欣宇表示，他大學畢業後在建

造地盤工作多年，從學徒一步步晉升為主管工程師，
對地盤的具體運作算是有一定認識。現在回想起來，
也無法清晰講明到底一個工地上不同職位的工種，及
各自的安全責任尤其是涉及刑事責任應當如何界定。
他認為，地盤安全口號上稱「每個人都要為安全

負責」，但其實安全方面的權責不清，在實際層面
就會出現誰也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負責，最終演變
成僅僅依賴個人層面的責任心和經驗，是相當不理
想的情況，他會在議會努力推動工地監管體系的改
革。

建造業總工會促勞工處深入調查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發表聲明，對接連發生嚴重

工業意外深表遺憾，並對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建
造業關懷基金在意外發生後，已即時派員到達醫院了
解情況，向家屬提供情緒輔導及支援協助。
總工會強烈要求勞工處在工作安全上是責無旁貸，

應即時對各宗致命工業意外展開深入調查，並公開意
外事件的調查報告，又要求勞工處必須認真汲取各宗
工業意外的沉重教訓，盡快檢討監管及執法上的漏
洞，修補不足之處，切實加強監管巡查工作，以保障
工人權益，避免同類事故再發生。

油塘東源街奪命工業意外
死者陸偉英，其妻子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難掩
悲痛。她說，丈夫做事一直
非常小心穩妥，從業20多年
來從未發生工傷，多年來努

力工作養家，是家中經濟支柱，還有一位88歲
母親要奉養。她昨日在接到消息趕到醫院時，
剛遇上小叔陪家婆到醫院覆診，一家人驚聞噩
耗傷心不已，特別是家婆一時間難以承受喪子
打擊，而家中經濟亦頓陷困境。
陸妻說，丈夫數日前被派到承建商「精進建
築」在油塘東源街10號的地盤開工，她也在地
盤工作。夫婦育有一名現年25歲的兒子，一家
三口同住藍田邨，兒子在廣州暨南大學讀書，正
準備考研究生。
陸妻說，丈夫不煙不酒、工作勤奮、為人老
實，是非常顧家的好丈夫。他生前唯一心願，就
是供兒子讀書直至學業有成，但現在他的心願已
經無法實現。兒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已一年
多沒有和父母團聚，在昨日接獲父親死訊後，他
立即啟程趕返香港。

勞工保險賠償需一兩年時間處理
陸妻含淚說：「平日都是我先離家上班，但
今天偉英比我早出門到地盤開工。」想不到，
丈夫的離家背影，竟成了夫妻的最後一面。她
在家中突然接到通知說他發生意外，頓時腦中

一片空白，回過神
來就趕往醫院。
香港建造業註冊

專門工種職工會聯
會理事長周聯僑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死
者所屬工會或團體
會第一時間協助家
屬與總承辦商進行
恩恤談判或向慈善
機構申請援助。由於勞工保險賠償一般需要一
兩年時間處理，其間死者家屬失去經濟支柱，
需依靠援助或承辦商墊支的恩恤金維持生活，
承辦商墊支的恩恤金額，為死者12個月至24個
月工資不等。勞工保險則不問過失，會按死者
年齡賠償36個月至84個月工資。
周聯僑說，若在經過調查證實意外原因涉及

承辦商管理不善問題，死者家屬可以循民事訴
訟向有關承辦商追討過失賠償，屆時法庭會根
據死者年齡、妻子傷痛、子女至18歲生活費，
甚至死者生前投資收入等因素推算賠償金額，
金額會較勞工保險高，承辦商需要支付扣除勞工
保險賠償的差額。但他強調，不論賠償金額多少
也無法彌補失去家人的傷痛，對於近日接連發生
致命工業意外，心情感到好沉重。他向死者家屬
致以慰問，又呼籲死者家屬有需要可聯絡他們
聯會尋求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死者母覆診聞噩耗 家中經濟陷困境

��

◆死者妻子接受傳媒訪問
時難掩悲痛。

男死者陸偉英（55歲），生前從事燒焊工作20多
年，被救出時上半身多處骨折重傷昏迷，送院

經搶救死亡。陸的家人在醫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事後，承建商「精進建築」派員向死者家屬致以慰
問，並相約今日下午商討恩恤金事宜。
「精進建築」所參與承建的秀茂坪安達臣道建築地

盤，於今年9月7日發生65噸天秤倒塌釀3死6傷慘
劇。當時，勞工處要求「精進建築」轄下10個地盤
停止天秤運作。發展局也根據既定機制啟動規管安
排，限制秀茂坪建築地盤的總承建商精進建築有限公
司參與工務工程的投標，直至2023年12月31日。
據了解，除安達臣道地盤外，「精進建築」其餘9

個地盤已於今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獲勞工處撤銷
「暫時停工通知書」。
昨日發生奪命事故的現場，為油塘東源街10號一
個住宅地盤。昨日上午11時許，陸偉英在地盤B1層
工作，用「風煤」切割拆卸橫向牆身承托時，上方
一條約1米乘4米大的巨型工字鐵樑，突然由約1.3
米高處塌下，壓住陸的上半身令其動彈不得。消防
員趕至拯救，並派出坍塌搜救專隊協助，花近一小
時始將巨型工字鐵移開，救出被困的陸，送院後證
實不治。

勞工處將發暫時停工通知
勞工處昨日表示，高度關注油塘一建築地盤發
生的致命工作意外，對意外十分難過，向死者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意外後，處方即時派員到意外
現場展開調查，將會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
工通知書」，停止其在建築地盤內進行切割及拆
卸橫向牆身承托的工字樑，直至信納承建商已採
取措施消除有關危害始可復工。處方正全速進行
調查以確定意外成因，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
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調查發現有違例事
項，定會依法處理。
發言人重申，根據法例僱主必須為其僱員提供安全
的工作環境、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違反有關規定，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和監禁6個月。此
外，勞工處敦促有關僱主，必須履行《僱員補償條
例》的補償責任，亦會協助死者家屬辦理工傷補償事
宜及密切跟進有關個案。對於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勞
工處會協助他們申請合適的緊急援助基金，亦會因應
家屬需要和意願，就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援助聯絡社會
福利署。

▲燒焊工被救出時已重傷昏迷，由救護車送院搶救不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意外後，大批消防員趕至地盤進行救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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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一地盤昨日發生致命工業意外，涉事
承建商是今年9月安達臣道地盤發生塌天秤
事故、釀成 3 死 6 傷的同一承建商。違反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罰則太輕，承辦商
多次違法，只會作出微不足道的罰款，一名
工人的生命似乎僅值區區數萬，處罰毫無
阻嚇作用；而且承建商即使多次違規，仍
無礙其繼續投得政府工程，難怪致命工業
意外層出不窮。生命無價，政府不僅要修
例提升罰則，更應將工業安全作為投標政
府工程的最重要指標，對屢犯不改的承建
商除了給予停牌處罰，更要取消其競投政
府工程的資格，以儆效尤，切實防範嚴重
工業意外重演。

根據現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條款規定，僱主必須
為其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作業裝置及
工作系統，違反有關規定，一經定罪，最高
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6個月。翻查近年
已完成法律程序的致命工業意外，承建商即
使被成功定罪，罰則最高平均不超過 7 萬
元，相比於動輒過億的工程費用，根本是九
牛一毛。此次涉事的承建商過去兩年共有7
次被定罪的紀錄，當中罰款最高只是22,000
元。2020 年因違反職安健法例而被定罪者
中，屢犯者佔約32%。重犯情況多年維持高
水平，反映罰則如「無牙老虎」，難以提升
承建商對職安健保障的重視。

更不能接受的是，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後，
勞工處僅即時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要
求涉事承建商迅速改善違規情況及提出檢
控，卻不會妨礙此承建商其後繼續投得政府

工程。此次涉事的承建商，兩年 7 次被定
罪，房委會及房協卻繼續將多個大型房屋發
展項目判予其承建。違反職安健條例只受輕
罰，又不影響接標政府工程，等同縱容承建
商漠視工業安全，令致命工業意外宗數近年
維持在20多宗，一直居高不下。

工業意外一宗也嫌多。雖然政府正手修
訂法例以提升罰則，包括將最高罰款額增至
1,000萬元。在修例前的空窗期，勞工處、
屋宇署、發展局等部門仍可根據現行法例，
加強執法監管，預防工業意外。有勞工界立
法會議員建議，政府應認真考慮對多次出現
致命工業意外的承建商，作出暫停其「一般
承辦商牌照」的處罰，增加阻嚇力。申訴專
員亦曾指出，勞工處可透過巡查建築地盤及
執法，遏止建造業的不安全操作；屋宇署亦
可按《建築物條例》，因應承建商違反職安
健法規被定罪的情況，拒絕其註冊申請或對
其紀律處分；至於政府工務工程，發展局可
按《承建商管理手冊》，對在工程項目發生
嚴重事故或違反工地安全法例的承建商採取
規管行動，包括暫停該承建商競投工程，甚
至將其從認可名冊除名；發展局的標書評審
機制，亦會為承建商過往安全表現和工地意
外率評分，分數將影響其獲批工程合約的機
會。

保障工人工作安全，政府責無旁貸，而且
應該施加更大力度。以停牌、取消獲批政府
工程合約手段等處罰屢屢違規承建商，效果
或許更加直接，更能促使承建商認真汲取致
命工業意外屢禁不絕的沉痛教訓，以切實行
動提升職安健保障。

承建商屢涉致命意外 應考慮禁投政府工程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推出院舍輸

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將額外輸入約3,000名護
理員，期望於明年第二季落實。本港護理行業
人手長期不足，尤其在疫情陰影下，院舍成為
最脆弱的地方，以長者福祉為最大依歸，唯有
擴大輸入護理員才能解決人手荒。本地工人優
先就業固然要重視，但亟需照顧人士的福祉更
應予以特別考慮，簡化輸入護理員程序，滿足
本港人口老化所需，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值得
社會理性支持。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2022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
推出特別計劃，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
提下，適度容許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輸入護
理員，旨在透過更具彈性方式精簡程序，解決
護理員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輸入護理員既有
克服現實挑戰的需要，也有應對本港長遠發展
需要的考量。

在現實方面，第五波疫情初期，本港院舍一
度淪為疫情重災區。許多院舍人手嚴重短缺、
照顧不周，成為出現大規模疫情傳播的重要原
因。院舍長者或殘疾人士染疫，大大增加了護
理員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院舍成為疫情高風險
區，令願意參與服務的人更少，直接導致院舍
感染率、死亡率高企。當時政府為幫助院舍渡
過難關，作出特殊安排，放寬輸入外地護理員
的部分規定，緊急向內地直接聘用1,000名臨
時合約護理員。正因為及時補充護理人手，可
以利用更多暫託中心安置院舍長者，令長者得
到更適切照顧，有效降低了院舍長者重症、死
亡率。有調查顯示，本港護理員行業有近兩成
人手短缺，確實到了不補充不行的地步。

長遠而言，香港人口老化不可逆轉，根據

《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長者人口未來
20年將增加接近一倍，到2039年，每3個港人
就有1個是長者。隨着人口老化，非長者的人
口比例越來越少，護理員人手不足越發成為結
構性問題，不可能單靠本地勞動力滿足市場需
求，唯有輸入外地護理員來彌補。

按照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申請程序，院
舍僱主必須先展開本地招聘，若4星期後無法
成功聘請本地護理員，才合乎申請輸入外地護
理員的資格。每宗申請均須經勞顧會審議，
才交由政府決定。有院舍僱主反映，疫情下
勞顧會並非經常開會，如果錯過在開會前入
表，就要等到下次開會，整個過程要8至9個
月才能成事。而根據政府最新推出的特別計
劃，簡化了4星期本地招聘和勞顧會審議的過
程，整個流程可以縮短至2個月左右，效率大
為提升。

針對勞工界擔心輸入護理員會影響本地勞工
權益，政府已有充分考慮。護理員行業未來3
年需額外至少4,500名護理員，以配合新建院
舍和買位計劃增購的宿位陸續投入服務，即使
特別計劃的3,000個配額全數獲批，仍有最少
1,500個空缺須由本地勞工填補。加上政府已
規定院舍在本地招聘的護理員薪金，不得低於
輸入護理員的薪金，而輸入護理員的薪金則不
得低於護理員每月工資中位數。因此，不會因
為輸入護理員而令本地護理員的薪酬待遇受
損。政府需要與業界、勞工團體充分溝通，多
從照顧好院舍長者和殘疾人士的角度出發，爭
取更多理解、支持和配合，簡化輸入護理員的
程序，加強本地培訓，雙管齊下解決院舍人手
不足的問題。

從簡化輸入護理員程序入手 切實解決院舍人手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