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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 條例》５４８章第40條，海事處海事意

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

和肇事原因，以期改善海上人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

故。  

 

本報告所作的結論，旨在認定導致事故的不同因素，我們無意將

過失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有需

要這樣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

外事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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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括 

1.1 2012年10月14日20:25時左右，在香港昂船洲海港貨櫃場碼頭對出海

面一艘中國籍集裝箱船惠海龍388上發生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1.2 惠海龍388與本地登記非自航躉船祥記10靠泊在一起進行集裝箱吊運

工程。惠海龍388的業務員獨自在前貨艙和後貨艙之間的空隙中抄錄

裝箱號碼時，墮下深六米半的空隙中至貨艙底受傷，被救後送往港

島瑪麗醫院接受治療，延至同日晚上22:26時證實傷重死亡。 

1.3 調查發現意外主要肇因是業務員的安全意識不強，工程負責人或工

程督導員沒有作徹底的工作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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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隻的事項 

2.1 中國沿海集裝箱船惠海龍388 

船隻註册港口------------------惠州 

登記號碼 ---------------------090411000114 

船隻類型 ---------------------集裝箱船 

船隻建造廠--------------------浙江合興船廠 

建造日期 ---------------------2011年7月1日 

船東名稱----------------------惠州市海龍船務有限公司 

代理名稱----------------------招商局航運有限公司 

船總長度----------------------68.56 米 

最大寬度----------------------15.6 米 

總噸位------------------------1998 噸 

淨噸位------------------------1118噸 

推進引擎數目------------------2 

推進引擎總功率----------------700千瓦 

推進引擎類型------------------柴油/ 內燃機 

船員總人數--------------------11人 

 
集裝箱船惠海龍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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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自航鋼躉船〝祥記10〞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B21800V 

船隻類型 ------------------------非自航駁船 

船東名稱-------------------------K-Power China Trade Co. Ltd. 

船總長度-------------------------46.36米 

最大寬度-------------------------19.2米 

總噸位---------------------------1,879.3噸 

淨噸位---------------------------1,315.5噸 

允許運載總人數 ------------------6人 

 

 

躉船祥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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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來源 

3.1 中國沿海集裝箱船惠海龍388船員提供的資料； 

3.2 非自航鋼躉船祥記10船員提供的資料； 

3.3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 及 

3.4 衛生署的驗屍報告。 

  

 

 

 



5 

4    肇事始末 

4.1 2012年10月12日11:00時，惠海龍388離開中國蛇口港，於同日

13:00時到達香港屯門內河碼頭，並開始從碼頭裝載集裝箱至船艙

內。 

4.2 10月14日07:00時，惠海龍388離開屯門內河碼頭前往油麻地錨地下

錨停泊，等候指示。於同日1８:00時，惠海龍388到達昂船洲海港

貨櫃場對出海面，以右舷靠泊躉船祥記10的左舷後，使用躉船的起

重機開始從躉船裝載集裝箱到惠海龍388的貨艙內第二列和第三列

的位置上。預計需要叠裝28個40呎長和一個20呎長負載的集裝箱和

三個40呎長空載的集裝箱。 

 
4.3 惠海龍388船上的貨物裝卸/集裝箱分配工作是由大副負責，他亦兼

任信號員。船長是工程督導員。 

4.4 躉船的船員包括起重機操作員和兩名掛鈎員。起重機操作員兼任工

程督導員。 

4.5 約18:00時，起重機操作員開始吊運集裝箱。至20:00時，貨艙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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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列已經叠裝了三層高的集裝箱(圖１)。因需要讓躉船的吊臂

將集裝箱吊運至貨艙第四列的第四層,即近惠海龍388船艉處，惠海

龍388的船員便使用繫泊纜繩拉動本船沿躉船的船頭方向移前。移

船過程中，船長站在船頭駕駛室內，水手 D 負責在船頭拉動纜繩，

而另外兩名水手 E、F則負責解鬆船尾纜繩。 

4.6 在移船前，船長看見業務員在右舷船旁甲板行人通道上抄錄集裝

箱。移船完畢後，大副和四名掛鈎員 G、H、J、K 走到第四列第三

層集裝箱頂上預備接收集裝箱。起重機操作員逐一把集裝箱吊運至

貨艙第四列第一、二和三排的第四層高的位置(圖２)。 

4.7 約20:20時，大副沿右舷船旁甲板通道步行往船頭方向檢查該三個

集裝箱的堆叠情況。當他步行至船中間大約位於兩個貨艙的隔艙位

置時，聽到有人在艙底呼叫。及後他發現業務員躺臥在貨艙底層的

甲板上。 

4.8 大副呼喚其他船員前來協助。他和掛鈎員 G 由左舷艙壁的活動手梯

攀下貨艙。當時，業務員躺臥在船艙底，稱胸口痛和呼吸困難。其

他船員通知起重機操作員。約30分鐘後，業務員被送往港島瑪麗醫

院接受治療，延至同日晚上22:26時證實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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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 

船員工作經驗和所受的訓練證書 

5.1 惠海龍388的業務員在船上工作了約13個月，他有11年海上工作經

驗。他已按照《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的要求，持有有

效的《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練課程》證書，容許在船上擔任貨

物装卸工作。 

5.2 惠海龍388的船長持有有效的適任證書，可於三千噸或以下的沿海

和近岸航區船隻上擔任船長。他有18年在沿海集裝箱船上擔任船長

職務的資歷。他的適任證書內也簽注了《船上裝卸和積載的管理級

證明書》和《船舶作業和人員管理級證明書》，被認可在香港水域

內擔任貨物装卸工作，他兼任工程的風險評估。。 

5.3 惠海龍388的大副有15年海上工作經驗，持有有效的三千噸或以下

船長適用任證書。證書內也簽注了《船上裝卸和積載的管理級證明

書》和《船舶作業和人員管理級證明書》，被認可在香港水域內擔

任貨物装卸工作。他負責船上集裝箱裝卸安排，並兼任信號員。 

5.4 祥記10的起重機操作員共有30年在躉船上工作經驗。他已按照《商

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的要求，持有有效的《船上貨物處

理基礎安全訓練課程》證書，可在船上擔任貨物装卸工作。另外，

他也獲取《船上起重機操作員訓練證明書》和《工程督導員安全訓

練證明書》，是合資格的起重機操作員和工程督導員。 

工作疲勞因素 

5.5 事發當日由早上09:00時至17:15時是休息時間。裝卸集裝箱工程是

18:00時開始，至事故發生於大約20:20時。沒證據顯示業務員是因

為休息不足導致意外。 

業務員從高處墮下的位置和原因 

5.6 沒有目擊者看見業務員墮下。由業務員躺臥在貨倉底部位置推測，

以下兩個是他可能失足至貨艙底層的位置（圖3）： 

i) 從第二列第四排第三層的集裝箱頂墮下；或 

ii) 從位於第三列前船中隔艙1060亳米闊的凹字型圍堰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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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5.7 事發時，業務員正進行抄錄集裝箱號碼的工作。而集裝箱叠裝情況

分佈在第一列、第二和第三列同樣是三層高的集裝箱。如業務員站

在第二列第四排第三層集裝箱頂，是較難抄錄位於第三列第三層高

的集裝箱號碼。 

5.8 在移船前，船長看見業務員站在右舷船旁，至發生事故的一段時間

內，若當時業務員是站在第二列第四排第三層的集裝箱頂部，因視

線無阻隔，他應該很容易被起重機操作員或站在第四列第四層集裝

箱頂的四名掛鈎員 G、H、J、K 或大副看見。但他們都稱沒有看見

業務員站在集裝箱頂上。因此推斷，業務員由第二列第四排第三層

的集裝箱頂墮下至貨倉底層的可能性不高。 

5.9 若當時業務員是站在第二列與第三列之間的圍堰上（圖3），他是

較容易抄錄第二列和第三列第三層集裝箱的號碼。在那裡，被第二

列與第三列三層高的集裝箱阻隔，其他船員不容易看見他。因此推

斷，事故發生時，業務員身處第二列與第三列之間的圍堰上，靠近

第四排的位置那裡失足墮下貨倉底層的可能性較高。 

5.10 船中橫貫左右船舷兩旁有約250毫米闊的兩道圍堰，為分隔前、後

貨艙。兩道圍堰之間有約560毫米闊並鋪設了網格板，網格板面距

離圍堰頂部約300毫米，整體形成了一道凹槽、兩旁沒有欄杆的空

隙（圖4）。在網格板上可見到一些集裝箱座、木尖和喉管等物件

雜亂的散佈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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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5.11 堆放在前貨艙內的第二列第一至第五排三層高的集裝箱與貨艙的後

艙壁有約一米半的空隙，而圍堰頂至前貨艙底部約有六米半深

（圖5）。 

 

（圖5） 

5.12 在晚上，船中橫貫左右船舷的兩道圍堰是沒有照明的。惠海龍388

貨艙的照明主要是依靠躉船的吊機架和吊臂上裝設的射燈，與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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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388艏樓上層，即第二層駕駛室左右兩旁的射燈。吊臂上的射燈

是垂直向下照射，而其餘的射燈是斜線照射。事發時，在惠海龍

388上集裝箱的吊運主要在第四列第一至三排位置，吊臂上的射燈

主要照射範圍是在第四列第四層的集裝箱頂部位置。船員稱他們站

在惠海龍388集裝箱頂上時，光線是足夠的。但是，在船中的圍堰

上，第二列與第三列三層高的集裝箱中間，射燈的光線被阻擋導致

業務員站在圍堰上抄錄集裝箱號碼時的照明不足。在船員口供內亦

未有提及業務員有沒有佩帶照明設備。 

5.13 在晚上，業務員身處光線不足的圍堰頂上，由於可能需要傾身空隙

上細看等二列第三層集裝箱號碼、亦可能被雜亂物件拌倒，而從高

處墮下。他很可能在沒有充份考慮到工作環境的風險下分神抄錄集

裝箱號碼而失足墮進空隙裡。 

安全意識和風險評估 

5.14 據惠海龍388船員提供的資料，事故發生時，業務員有穿戴安全

帽、安全鞋和反光衣。他也持有有效的《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

練課程》證書，滿足了基本的要求。但是，他的安全意識不強（見

5.13段），導致意外的發生。 

5.15 兩個貨艙之間形成的空隙，並不是正式的船員通道。由於集裝箱的

擺放安排，使出現了一道六米半深的空隙。若人員必須走過或在裡

面工作，都必須評估風險和作出相應措施避免意外發生，例如：保

證有充足的光線或照明、清除所有障礙物、必須配帶安全帶、安排

陪同人員、備有應變計劃等等。工程負責人或工程督導員沒有作徹

底的工作風險評估，未有充份考慮如是次事故中出現的情況，使業

務員預早得到警惕，注意有關的風險。 

環境因素 

5.16 事發時吹輕微東南風，海上有小浪及天晴。船員稱船隻沒有明顯擺

動。 

驗屍報告 

5.17 衛生署提供的驗屍報告顯示，業務員 C 的死因是胸部受傷。傷及的

墮下造

成的傷勢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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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6.1 2012年10月14日20:25時左右，在香港昂船洲海港貨櫃場碼頭對出海

面一艘中國籍集裝箱船惠海龍388上發生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6.2 惠海龍388與本地登記非自航躉船祥記10靠泊在一起進行集裝箱吊運

工程。惠海龍388的業務員則獨自在前貨艙和後貨艙之間的空隙中抄

錄裝箱號碼時，在過程中墮下深六米半的空隙至貨艙底受傷，被救

後送往港島瑪麗醫院接受治療，延至同日晚上22:26時證實傷重死

亡。 

6.3 調查發現意外主要肇因是業務員的安全意識不強；工程負責人或工

程督導員沒有作徹底的工作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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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議 

7.1 本報告副本須送交以下相關人事和部門，讓他們知悉這宗意外的調

查結果： 

 惠海龍 388的船東和船長； 

 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及 

 廣東海事局 

7.2 惠海龍388 的船東必須： 

 向所有參與貨物處理的船長和船員通告是次事故的調查結果，汲

取教訓；及 

 確保工程負責人或工程督導員在進行貨物處理前，進行徹底的風

險評估，預早制定安全措施及提高有關人員的安全意識。 

 如非必要，切勿停留或通過圍堰頂上凹槽處。如要在圍堰頂上工

作，船員須要戴帶安全帶並要扣在固定處，和避免單獨進行工作

以便船員間互相照應。 

7.3 本調查報告副本須送交海事處船舶事務科海事工業安全組，以供考慮

是否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從這宗意外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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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交文件 

8.1 海事處的政策是把報告擬稿的副本送交有關人士和組織，讓其提出

意見。報告的擬稿已送給以下人士和組織： 

 惠海龍388的船東和船長；  

 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及 

 廣東海事局。 

8.2 報告的最後擬稿已送交肇事船東，工程負責人，香港海事處海

事工業安全組和廣東海事局，讓其提出意見。到咨詢期屆滿，沒

有收到他們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