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令工程工作真正達至安全，工程人員需擁有謹慎仔細的態
度。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技術主任黎慶華在每次開展工作

前，都會先在腦海中演練一次工作流程，仔細檢查當中的程序
及裝備是否合乎安全守則，並視察環境，確保工作場地安全。
如此心思縝密的態度，讓他奪得2017年度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選舉金獎（個人組別）。
　　黎慶華在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工作超過20年，現為技術主任，
主要負責計劃停電、電力裝置檢查和電錶安裝的工作，具備豐富
的客戶裝置經驗。黎慶華認為，工作安全守則隨時間及工作需要
而不斷更新和完善，因而累積了前人的經驗，遵從守則能讓工程
人員好好保護自己，避免意外發生。
　　「電力工作必定以安全為先，在所有工作開展前，首先需要
作風險評估，並使用合適的工具及佩戴防護裝備，例如離地工作
需要用合適的工作平台、出入地盤需要穿上安全帽及安全鞋、進
行帶電工作時則要戴上絕緣手套及護眼器並使用絕緣工具等。」
黎慶華強調，即使時間緊迫亦不可貪一時之快，必須確保所有安
全措施均嚴格遵守。

唐樓帶電工作 客戶險觸電
　　談到最深刻的經歷，黎慶華回想起在唐樓進行檢驗工作時遇
到的驚險事件︰「因為當時不能中斷唐樓的電力供應，所以必須
進行帶電工作，怎料突然有客戶走出來發現電的絕緣物鬆脫，
他好心想修妥該鬆脫的絕緣物，卻不知道電帶電，在沒有做足
安全措施下進行維修，會有觸電的風險。我當時立即阻止他，並
告訴他當中的風險，並在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後幫助他修妥
該鬆脫的絕緣物。」自此之後，他深明不完善的樓宇電力裝置設
計及不良的工藝會對公眾構成危險，而定期更新的安全守則則能
改善設計及工藝上的不足。
　　作為諮詢人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客戶裝置組高級工程師林炎
茂，對黎慶華平日嚴謹遵守工作安全守則和程序的態度給予十分

正面的評價，他讚賞黎慶
華在工作時亦能與同事保
持良好的溝通及警覺性，
在保障自己的安全時，亦
能顧及其他工作人員和持
份者的安全。

對工程人員而言，安全兩字不只掛在口邊，更要在實際工
作中切實執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現任二級工程師古健

奕，每次工作前都會做足安全準備，令他在2017年度傑出註冊
電業工程人員選舉中奪得銀獎（個人組別）。
    古健奕於1991年加入港燈任職見習技術員，完成見習訓練
後一直在客戶裝置組工作至今。他現時主責檢查電力裝置、提供
接駁電力、安裝電錶、提供技術支援等。古健奕每次工作時均緊
記安全，時刻保持警覺，確保自己及同事在安全情況下工作。
    「有時在工地看到工程人員邊走邊用手機通話，其實這很容
易失掉警戒心。我自己平常如要打電話，一定會先放下手上所有
工作，不會一心二用。」他指自己亦會留意逃生出口位置及熟知
施工位置，一旦發生意外都懂得即時應變。

檢查變電站 先「望聞問切」
　　事實上，港燈對安全要求極高，所有員工都緊記安全凌駕任
何事情之上。古健奕指公司制定了不少安全規章，例如入變電站
前員工會恪守電機安全規章，安全帽、電筒、安全鞋三者缺一不
可。進入房間前，古健奕會先「望聞問切」︰「意思是入房前先
嗅一下有否異味、聽聽有否奇怪聲音，以及視察四周有無異樣，
例如地面水漬、天花剝落等等，確保無危險才會入內檢查。」
　　古健奕最難忘2010年處理搶修私人住宅大廈的電力問題，
由於供電電纜發生故障，影響數百住戶的電力供應，需要安排臨
時電纜作臨時電力裝置供電，他要在極短時間內處理運送臨時電
纜、安裝臨時電力裝置及與管理處溝通等。他憶述︰「當時時間
緊逼，壓力很大，但我不斷提醒同事及承辦商要依足安全守則行
事。例如電纜很重，我會按安全守則安排恰當的搬運，並依法例
作測試臨時電力裝置。」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客戶裝置組高級工程師林炎茂作為古健奕
的諮詢人，讚賞他具豐富的工作經驗，不但熟知所有安全守則，
更懂得嚴格遵守，並不時向公司提出有效的安全方案。林炎茂指
港燈一直大力推行健康及安全政策，要求員工以安全為首，務求

達至零意外。

入行已逾17年，任職於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高級技師的
林振華，專門負責南區及中區7個物業的日常屋宇設備維

修及保養工作。林振華表示，多年的工作經驗，使他深明安全
工作的重要性，強調電力工程人員不論遇到多緊急的事故，都
必須「忙而不亂、急而有序」。這種時刻以安全為首的工作態
度，令其成功取得2017年度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舉銅獎
（個人組別）。
　　林振華憶述過去一件令他有深刻體會的突發事件︰「曾試過
在凌晨1時被知會整個屋苑停電，需趕回屋苑作出緊急檢查及搶
修；經過一段時間的檢查，發現是某個單位出現路問題，影響
整個屋苑範圍的供電。」為此，他在安全情況下，先恢復其他住
戶單位的供電，並為有問題的單位提供臨時供電，以減低對每個
住戶的影響。
　　他補充，當時整個檢查過程都是摸黑進行，令處理事故的難
度更高。幸好他於該屋苑工作已有10多年，對其路狀況非常
熟悉，才能縮短處理時間。自此，他明白到熟悉自己負責物業
的電走向極為重要，認為「心中有數」是令自己臨危不亂的關
鍵。

仔細檢查 免錯用漏電器具
　　即使面對日常工作，林振華也絕不掉以輕心，必定遵從安全
守則及指引。例如每次使用電工裝置和設備前，都會先作出仔細
檢查，避免使用到有問題的用電器具，導致漏電情況發生；工作
期間也會穿戴足夠的防護裝備，如安全帽、安全鞋及手套等，以
保障個人安全。
　　諮詢人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黃惠琦表示，林振華現為高
級技師，故在團隊中亦擔當着領導及
監督的角色。黃惠琦讚揚他平日能以
身作則，提升同事的安全意識。此外
他處事也盡善盡美，不只聽從指示辦
事，更會主動提出意見及建議，令每
個工作項目進行得更加順利及完善。
林振華回應，獎項不止是對其工作表
現的肯定，也是公司的榮譽，而比賽
過程亦令他溫故知新，對日後保持安
全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時刻保持警覺 一心不能二用 遇事臨危不亂 時刻安全為首 
預演工作流程 確保安全無誤銀獎 銅獎
金獎

　　機電工程署與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及香港
電器工程商會合辦「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舉」，不
但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電業界朋友互相切磋學習，更有
助持續提升業界人士的工作安全水平，並藉此表揚有傑
出表現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各獲得殊榮的電業工友及團隊在多方面都有傑出表
現，他們不單具備高度安全意識，更表現優良專業。今
屆選舉在面試環節增設「介紹提升工地電力安全的建議
方案」，讓我們可從多角度認識到工友在工作時最關注
的安全隱患，讓業界於提升工作安全時作參考。

　　本屆優勝者經過多重考驗才脫穎而出，可謂實至名歸，堪稱業界楷
模。各位得獎者來自不同工作範疇，包括檢測電力裝置、技術培訓，以至
物業管理等。期望得獎者將自己的優良工作表現及對電力工作的安全理念
與業界朋友分享，令電力工作「更安全、更專業」，在提升電業界的專業
形象之餘，亦可持續促進香港的電力安全及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十分感謝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及香港電器工程商會的鼎力
支持，以及評審小組及籌辦小組各成員的努力投入，令是次活動圓滿舉
行。最後要多謝電業工程人員的積極參與，期望電業界繼續攜手提升電
力安全，齊步邁向實現零意外的目標。

�　�每當接收最新的行業及
安全資訊，古健奕都會
向同行及其他承辦商分
享，大家互相交流。

�　�林振華認為，電力工程人員不論遇到多
緊急的事故，都必須「忙而不亂、急而
有序」，時刻以安全為首。

�　�黎慶華強調，不可貪一時
之快，必須確保所有安全
措施均嚴格遵守。

個人組別　

署長獻辭

機電工程署署長
薛永恒

提升電業安全意識� 表揚傑出工程人員

「傑
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舉」自2009年
首次舉辦以來，一直獲得各方的鼎力支
持。在今屆收到的眾多報名表格中，超

過5成來自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近3成來自物業管理公
司，足見物業管理業對電力安全也相當重視。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賴漢忠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透
過選舉多年來的努力，為電業界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早在1911年香港便訂立了第一套監管電力安全的條例，
最新版的《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於2015年出
版，兩年的過渡期將於今年11月30日完結。他提醒電業

界同業遵守工作守則的技術和安全規定，做好每個電力
工作的同時，保持安全文化。

3階段作評審 新增團隊組獎項
　　今屆選舉新增了「團隊組」的參賽組別，以表揚不
同崗位的電業工友在促進工作安全方面共同付出的努
力。各參選隊伍安排不同成員參與不同階段的測試，合
力奪取獎項。
　　今屆選舉分3個階段進行測試，每一階段的測試須
由個人參選者或各隊伍派出一名成員參加。在整項選舉

活動中，「團隊組」的每名成員都必須上陣，
參與至少一個階段的測試。第1階段以筆試形式

進行，得分較高的個人參選者及參選隊伍可進身第2及
第3階段；在第2階段的實務測試，參選者或隊伍成員代
表須從一個模擬電力裝置中找出所有錯處；至於第3階
段的傳統面試環節，參選者或隊伍成員代表須向評審小
組介紹一份提升工地電力工作安全的建議及解決方案。
　　經過第1階段筆試後，成績最好的5位參選者及5支
參選隊伍可進入第2及第3階段測試。面試由6位來自不
同組織的資深電業界人士主持，他們根據參選者的筆試
得分、實務測試表現、提升工地電力工作安全建議和解
決方案及對《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法規、安
全意識、緊急事故應變的認識作出評審，選出得獎者及
優勝隊伍。

� � 安全可靠的電力裝置確保供電系統恆常運作，背後有賴一眾電業工程人員緊守工作崗位，嚴格遵從工作安全指引。今
年，機電工程署與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及香港電器工程商會第五度攜手合作，舉辦「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
舉」，期望藉此活動持續提升電業界的專業水平及工作安全意識，並於上周二（11月7日）假荃灣大會堂舉行了頒獎典禮。

�　個人組別及團隊組別的得獎者合照。

�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賴漢忠鼓勵電
業界同業繼續努力，做好每份電
力工作的同時，保持安全文化。

�　�一眾主禮嘉賓（前排）與電力規例研討會的嘉賓及講者（後排）一同上台合照。

獎項 得獎者 任職機構
個人組
金獎 黎慶華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銀獎 古健奕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銅獎 林振華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林榮川  置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何志文  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獎項 得獎者 任職機構
團隊組
金獎 （甲組）廖俊文、甄俊雄 太古地產
銀獎 （科研策劃）張樹仁、李家榮、黃嘉煒 科研配電策劃有限公司
銅獎 （同心協力）曾桓豪、麥偉基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優異獎
（排名不分先後）��������������������������������

（金兵組）麥偉聰、勞錦成、李文浩  金城機電有限公司
（新力量）陳偉恒、黃迪安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得獎名單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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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對工程人員而言，是攸關性命的大事。把員工安全
放在首位的太古地產管業工程師廖俊文及高級技術員甄

俊雄，在工作環境堅守職業安全守則，並在同事間致力宣揚安
全文化，讓他們獲得2017年度傑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選舉金獎
（團隊組別）。
　　廖俊文為管業工程師，負責機電工程工作，包括樓宇電力裝
置的維修保養、樓宇消防系統及裝備的檢測等，而甄俊雄則為高
級技術員，主要負責為同事編配工作，並進行樓宇維修和電力檢
查等。2人工作時緊遵安全守則，期望以身作則，成為同事間的
好榜樣，並時常與同事討論及分享相關安全條例及守則，希望在
同行中建立安全文化。
　　談到安全守則的重要性，廖俊文指出，安全的工作環境是良
好建築質量的先決條件︰「因為在安全的工作環境，員工才能有
更好的發揮。以維修電掣為例，當確保電源已關上，員工便可以
無後顧之憂，安心地進行維修，工作便能做得更充足，員工表現
亦會更佳。」他續指，妥善編排的施工工序，能確保工作在安全
的情況下有效率地完成。

定期巡查員工 確保安全守則實踐
　　確保安全守則能在工場中實踐亦同樣重要，甄俊雄會要求同
事跟從他的安排︰「一般而言，借用電動工具、儀表，以至高空
工作的相關器材時，我們都會簽收以作記錄，我們亦會有一隊同
事專門定期巡查員工是否有跟從安全守則工作。」他會提醒當值
同事，安全是工程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太古地產助理工程經理李紹宜作為廖俊文和甄俊雄的諮詢
人，對於2人的工作表現及熱誠深表讚賞︰「廖俊文經常會積極
與其他同事分享他的工作經驗，亦會主動提出對工作的改善建
議；而甄俊雄則會確保他的組員能安全地完成每天指派的工作，
盡責認真。」他續指太古地產會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培訓和安

全政策檢討這3大範疇
去提升員工的安全意
識，務求把員工安全
放在首位。

工作效率快固然重要，但工程人員在工作時亦不忘安全至
上。科研配電策劃有限公司的張樹仁、李家榮及黃嘉煒

在日常工作間緊守安全守則，成功在2017年度傑出註冊電業工
程人員選舉中奪得銀獎（團隊組別）。
　　客戶要求愈來愈高，高質素之餘亦要高效率，往往要求工程
人員能快速完成。加入電業18年的張樹仁現任電機工程師，他
提到不少客戶想工程能盡快完成，但公司政策以安全為首，故會
向客戶詳細解釋︰「我們會在工作前向客戶解釋忽略安全的話，
有可能引致的事故，讓對方理解危險程度。」他以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工程的年檢工程為例，指客戶本來要求一天內完成，但經
過溝通後改為兩天，讓工程人員能有充裕時間作仔細檢查。
　　高級項目工程師李家榮同樣擁有18年電業經驗，他指自己
在行業中嚴守安全守則，公司亦會向前工程人員提供安全裝
備︰「例如進行高壓電力工作時，我們會佩戴高壓絕緣手套和保
護衣等，這些是保護前人員的最後防。而在進行電力檢查或
維修時，就必須要在不帶電的情況下工作和遵守安全程序，例如
上鎖掛牌，以確保工人在安全的情況下工作。」

難忘嚴重事故 更顯安全可貴
　　除了施工期間要緊守安全程序，所有員工在動工前亦必須先
熟知工作流程，以免發生事故。助理工程師黃嘉煒解釋︰「我們
在工作前會先講解清楚整個工作流程，並互相提議一些可行的安
全措施。公司更會切實執行『Take 5 Tracker』方案，讓每位施
工同事在工作前都會進行風險評估，提升對安全的警覺性。」
　　張樹仁特別難忘14年前為一大廈進行WR2測試（定期測試
證明書）。「同事在清潔制櫃途中，不小心接觸帶電位置，產生
爆炸。當時我感到整棟大樓震動，結果那位同事嚴重燒傷，送往
深切治療部。」那次事件令他深明不帶電工作的重要性，同時亦
要以極謹慎的態度處理每項工作。

　　對於首次參賽便喜獲
佳績，3人均指參賽不但
可提高安全意識，更令同
事間的默契大增，期望業
界能積極參與，促進行業
進步。

「同心協力」隊成員麥偉基及曾桓豪分別是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客戶裝置組的工程師及高級技術員，主要負責跟

進客戶的電力裝置，包括供電前的電力裝置檢查、電錶安裝及
更換。憑着對安全工作理念的堅持，兩人於今次選舉中獲得銅
獎（團隊組別）。
　　麥偉基加入公司已有20年，他表示公司一向將安全放於首
位，每個工作細節都不容有失，如每次進行電力工作前，都必須
做足風險評估，並佩戴好個人保護裝備，「若貪一時之快，往往
得不償失，構成危險。」而加入公司18年的曾桓豪亦認為，每
條法例及工作守則背後都有其原因，因此公司也會嚴格要求同
事恪守法規。另外，公司亦設有「健康及安全政策」，致力保障
員工、客戶、承辦商及公眾的健康及安全，並以實現零意外為目
標。

應付焦急客戶 強調安全第一
　　作為客戶裝置組的電力工程人員，麥偉基和曾桓豪經常會到
不同環境工作，亦會遇到不同的客戶。他們指出，客戶或會因為
由不同原因引致的停電而感到鼓譟，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會堅持
自己對安全工作的理念，不會貪快而忽略安全。麥偉基舉例指︰
「曾有一座大廈因跳總掣而停電，我到達現場時已看到有數十位
居民聚集於大堂，非常焦急。然而恢復供電前必須先將有問題的
裝置完全隔離，再檢測其餘裝置，確定符合安全標準。」為此，
他耐心向居民解釋安全的重要，強調必須以安全為第一位，並承
諾會盡快處理，最後得到所有人的認同。
　　作為「同心協力」隊的諮詢人，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客戶裝置
組高級工程師林炎茂讚揚兩人懂得根據自身工程師的技術知識及
技術員的前實踐經驗，在工作上互相提點，令彼此發揮得更
好，使工作更為安全。而麥偉基及曾桓豪也一致認為，是次獲獎
全因公司對員工要求嚴格，不斷向員工灌輸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麥偉基更期望日後能如
「安全文化大使」般，
向同事及同業分享電業
安全的心得。

安全要「慢」 耐心向客戶講解 做足安全準備 堅守法規不動搖
嚴遵守則 維修安全更有效率銀獎 銅獎
金獎

�　�（左起）黃嘉煒、李家榮
及張樹仁笑言參賽讓本來
和洽的關係更上層樓，工
作更見默契。

�　�面對不同工作環境，麥
偉基（右）和曾桓豪都
能堅持自己的理念，確
保工作安全。

�　�廖俊文（右）及甄俊雄
堅守職業安全守則，
並在同事間致力宣揚
安全文化。

團隊組別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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