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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附赠2019年月历
船员协会：近期香港募捐活动报告

手部伤害：个案研究与建议

损害防阻：船舱检查

机智问答之夜：入门问题



不列颠船东责任互保协会的使命是成为全球顶尖的船东互保协会(P&I CLUB)。

本期《船员观察家》附赠两个别出心裁的小礼物，与您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2019年的桌
历与挂历。月历的每一个月份均特别标示出几个国际节日，不论是在海上或陆上，提醒您
以有趣的方式欢度这些节日。我们也在月历的每一个月份放上一句名言，希望您能暂时停
下脚步去思考，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

您可以用照片记录下您欢庆节日的方式，并将照片寄给我们(publications@triley.co.uk)，
您就有机会赢得不列颠协会大礼包。希望您会喜欢新推出的月历，姑且不论其他的，月历
至少是提供星期与日期的实用工具。如果需要额外份数以放置在家中或工作场所，只要通
知我们即可。

人身风险部在本期《船员观察家》关注於手部伤害。我们敦促各位在从事各类型的工作时，
应特别留意，并妥善照顾自己的双手，因为双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产。

不列颠协会团队一如往常四处演说丶召开讲座，并与世界各地的会员见面。人身风险团队
的负责人Ella Hagell尤其忙碌，她不仅在东京和里斯本举办的两场会员论坛中发表演说，
期间还拨空与不列颠协会香港办事处的团队一起为船员协会募捐，并与另外十馀组团队一
同参加长达26公里的香港健行活动，在本期撰写期间，这场健行活动已经为船员协会筹募
逾350,000港币（45,000美元）的款项，赞助人的捐款仍持续涌入。您可以在另一页看到
团队成员的照片。

不久前我们才刚庆祝印度排灯节与感恩节，也期盼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迎来欢乐节日气氛
的季节，我们诚挚祝福不论是在海上或是陆上的全体读者，都能拥有平安喜乐的2019年。

CLaIre Myatt 女士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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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希望读者会喜欢本期的《船员观察家》内容。我们将努力维持并提升文章的实用性丶相关性与阅
读乐趣。如有任何想法或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publications@triley.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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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健康实现手机应用
程式
由本协会赞助开发的「海上健康实现手机应用程式」是船
员协会海上健康推广计画的一环，该程式收录一系列线上
指导课程。本协会鼓励船员下载应用程式，以协助船员在
海上生活期间维持个人健康。

在敦切尔西市泰晤: sailors-society.org

船员协会
船员协会於今年的11月4-10日期间在香港举办「海上健康推广周」，并推出主打船员健
康的一系列活动。这场活动的高潮是11月10日举办的健行活动，全长26公里，以香港
岛中心为起点，直到山顶。报名参加海上健康推广计画募捐健行活动的团队，以及不
列颠协会香港办事处均参与了这项挑战。

为了筹办这场健行活动，香港办事处於10月的
时候先在香港岛举办员工周末健行活动，并举
行一场星期五员工旅游活动，徒步环绕南ㄚ岛
後并品尝了一顿海鲜餐点。

健行活动当天，伦敦人身风险团队负责人
Ella Hagell加入了由香港办事处的Tim Fuller丶
Richard Inman与Wing Wai所组成的队伍，耗
费六小时走完全程26公里。这场健行活动总计
为船员协会海上健康推广计画筹募逾45,000
美元的款项。

不列颠协会非常自豪能协助船员协会的工作，
也因此特别赞助海上健康实现手机应用程式。
船员协会在确保船员健康方面有着卓越的成
果，许多船员长期离乡背井，有时候会需要道
德丶精神或实务上的协助与支持。

https://www.sailors-society.org
https://www.apple.com/uk/ios/app-stor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hl=en_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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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是受到轻微伤害，手部都有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功
能，像是失去活动力丶灵巧性与抓握力。举个简单例子来
说，将大姆指内折至手掌处，然後试着绑鞋带，你就会知
道这并不容易！

我们检视过去三年来向本协会通报的手部伤害事件，总共
有55宗截肢（大多是指尖，但有少数几宗是全手截断），
129宗骨折或碎裂，以及102宗严重撕裂伤。还有很多瘀
伤丶灼伤或脱臼的案例。

最常见的手部伤害起因是：
• 疏忽
• 缺乏警觉
• 无聊
• 忽视安全程序
• 分心

手套
个人防护装备(PPE)应是防范受伤的最後
防线，而不是第一线。任何工作的首要步
骤应该是彻底评估工作性质以及伴随的风
险。不过，这不代表手套没有其必要性，
近期一份美国的研究发现，70%的职场手

部伤害，在受伤当时均没有穿戴手套（或是穿戴正确的手
套）所导致。

因此，应该随时考虑哪一种手套最适合目前的工作。比方
说，处理设备与一般施工作业时，应穿戴皮革手套，而处
理化学制剂与其他腐蚀性物质时，则应穿戴专业橡胶及其
他合成手套。开始工作时，应确认手套材质是否适用於目
前所处理的化学制剂或物质类型。

无论选择哪一种手套，应确实检查手套上是否有任何裂痕
丶过度磨损与任何破洞。如果皮革与布制手套沾满油渍或
其他化学制剂，应将其抛弃。将化学手套手腕处封起来并

手部伤害
手是人体最为精密复杂的部位，共有二十七块骨头，包括手腕的八块骨头。肌腱丶骨
头丶组织与神经的组合，让我们的手能够从事各式各样的高度复杂工作。这些组成部
位只要有任一处受伤，就会造成莫大的影响。

往手套内充气，检查手套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使用乾净塑
胶管或输气管充气，不要用嘴巴吹气）。最後，确认手套
尺寸是否合适，过去有数件事故的起因即是因为手套过松
或尺寸不当而引起。使用尺寸过大的手套会增高工作的复
杂度，同时降低抓握力。如在旋转机械旁工作，穿错手套
或穿戴不合适的手套可能提高手套被机械夹住的风险。

手部运动
即使是进行简单的工作，如果能在开始前先做一些运动，
将能增强手部的肌力丶改善活动力与灵巧性，还能大幅避
免重复的肌肉拉伤：

• 张开手指并伸展几秒钟的时间 - 每一只手重复进行三次
• 将大拇指轻轻朝下伸展并维持五秒的时间 - 每一只手重
复三次

• 双手绕圈伸展手腕 - 每只一手重复十次

如果发生受伤事件，在等待医疗协助的时间，可以立
刻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割伤：在伤口加压止血，清洗伤口上的任何污垢或碎
屑，在上面覆盖乾净的布以防止进一步污染。

骨折：让手部维持静止的姿势，如果可以的话，用夹板
固定。如果是开放性骨折，则用乾净的布覆盖。使用冰
块可以舒缓疼痛，但一次不要超过二十分钟，不得将冰
块直接放在皮肤上。

截肢与软组织伤害：加压止血，并用乾净的湿包扎带覆
盖。将手抬起至高於心脏的位置，可减少出血。如果可
能，取回遭到截断的部位，并保冷保湿（但不要直接接
触冰块）。

灼伤：如果是高热造成，请用水冷却（非冰块），接着
覆盖伤处。如果是化学制剂造成的灼伤，用大量清水冲
洗受伤的部位，接着覆盖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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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伤害之个案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手部伤害的案例，
这些是不列颠协会人身风险团队曾处理
过的案例。

个案研究一
船员们正在准备启航事宜，二管轮则在进行日
常例行作业，包括擦拭发动机周围的油污。在
擦拭飞轮附近的交流发电机机壳油污时，他左
手的一小块碎布被旋转中的飞轮夹住，将他的
手指拖入外壳与飞轮之间。小指前端部分被截
断，无名指严重割伤。

个案研究二
一组甲级船员与海员为更换油封液压马达而在
舱盖上工作。水手长依指示移动舱盖，但是在
操作拉杆时发生错误，误将千斤顶拉高，导致
舱盖从固定位置往上移动。他试图固定舱盖
时，由於舱盖移动且钢索断裂，造成干练水手
(A/B)右手三根手指断裂并压碎。

个案研究三
一名干练水手(A/B)正在关闭水密门时，发现
他的手指位於挂锁固定环内侧，在水密门摆动
关闭之际，虽然他试着将手指抽出，但为时已
晚，小指头的尖端遭截断。

个案研究四
在油轮甲板上，一名干练水手(A/B)准备使用
吊车与钢索，将管道连接器吊下并加以固定

（管道连接器用於对接船舶与岸边货物输送
线）。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後来为了将管
道连接器上的螺丝孔与固定导片上的螺丝孔对
齐，干练水手试着用手转动管道连接器，管道
连接器突然滑落倾斜，由於管道连接器相互紧
邻堆叠，造成干练水手的手指被夹在二部管道
连接器之间而遭到严重压伤。

学习要点
在上述案例中，船员是完全可以事先预防的事
故而遭受可能改变人生的创伤性伤害。尽管每
一件个案的情境各有不同，但令人沮丧的是，
根本问题却都极为类似：

• 需要随时意识到所处的情况，全神贯注留意
周遭的环境，并保持充分的注意力。

• 避免分心，确保操作员全神贯注，并采管制
方式执行工作。

• 进行有效风险评估的重要性，风险评估应针
对特定工作，且涵盖当时已实施之有意义并具
实务性的管制措施。

• 绝对不可以抱持完全没问题的心态，以避免
因过於自满而造成的危险，特别是执行视为例
行事务的工作时。

• 对於需要团队合作的活动，在开始工作前，
应确认所有团队成员已召开全面的工具箱会谈
或安全简报，检视危害丶职务与职责丶以及安
全工作实务。

• 最後，确认团队成员之间已建立一套充分有
效的沟通计画，以利随时进行活动的协调与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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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盖上盖子！

月历
即将寄出的本期《船员观察家》将随赠2019年版不列颠
协会船员月历，敬请期待。

再强调一遍，全新的月历标示出全年度的一些特别节
日，例如：母语日丶世界书香日丶世界音乐日，当然还
有非常重要的世界海洋日（9月26日）。希望各位能在墙
上腾出一个空间，挂上全新版的月历。

如果您没有收到月历，或是想要索取额外的份数，请来
讯publications@triley.co.uk与我们联络。

当人孔开启时，该舱不应注满，这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想
法，若在此时注满，那後果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损害
防阻团队近期遇到的一些货柜船案例中，货舱因人孔的开
启而造成水淹。

此外，还有一件案例，压载舱的两个人孔盖遭移除。为了
清理压载舱，决定将压载舱部分注满，然後再排空。过了
一会儿，邻近货舱的二个舱底污水井警报器均响起。舱底
污水井警报响了半小时之後，才有人去检查货舱，结果发
现较低层的货柜被淹。

另一个案例则是水手长移除以为准备排空之压载舱的舱
盖。然而，相关指示并没有妥善地传达给水手长，而水手
长也没有充分了解，事实上压载舱将是被注满的。结果在
1.5公尺的水流入货舱後，才有人发现。

以下是须留意的一些基本注意事项：
• 请勿在人孔开启时将该舱注满。如果在特殊情况下有
此必要时，必须进行彻底的风险评估，而且在整个过程
中，必须有人在开启人孔旁看顾。

• 在工作开始前，须确认相关指示确实有效地传达给负
责移除并放回人孔盖之人员。

• 绝不能忽视舱底污水井警报器 － 应立即确认警报。

这里提供一种可以持续追踪人孔开启状态的方法，将一块
白板细分为数个方格，并加以编号，每个方格均有对应编
号的磁铁。接着将磁铁放在代表已移除之人孔盖的对应白
板方格内。装回人孔盖之後则取下磁铁。这是简单而有效
的方法，可以纳入工作制度中。

船舱检查是船上维修计画的重要一环，但绝大多数的船员也都明白进入船舱存在着许
多人身危险，所以不得疏忽。此外，船舱也蕴藏着货损风险，尤其是人孔一直处於开
启状态时，造成的损失可能极为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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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海上船员拥有昂贵的电子产品（电脑丶笔电丶
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让船员们能够随时与家人联系，并
浏览社群媒体网站。

本协会提醒船员们自行为这些物品投保，因为这些物品在
船上受损或遭窃时，修理及更换费用可能无法从其船东或
船东互保协会(P&I Club)获得补偿。昂贵的电子产品承保
标准仅限於船员在船上工作的必备品，而且理赔金额以船
员聘雇契约规定的限额为上限。从所有案例来看，本协会
建议船员保留所有购买收据，以便日後理赔时可做为证明。

请铭记在心，现今许多笔电和手机的单价高於600美元，
如有遗失丶遭窃或受损之情事，船员可能无法获得更换该

物品的全额理赔，船员只能自行承受损失。请同时留意，
根据本协会规定，珠宝首饰遗失不涵盖於承保范围内，如
同现金遗失。

破伤风：确认疫苗接种维持在最新状态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需要接种破伤风疫苗，但是仅有少数
人真正了解破伤风，以及这种疾病的严重性。

破伤风是一种由破伤风芽孢梭菌的细菌所造成的疾病，这

种细菌常见於灰尘与粪便中。细菌经由伤口（包括刺青与
人体穿孔）进入人体，产生毒素而造成发烧及肌肉痉挛等
症状。这些痉挛甚至可能严重到足以造成骨折及呼吸困
难。如果痉挛出现在口部与下巴周围区域，则会造成牙关
紧闭症，这也是破伤风的别名。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该疾
病最严重时可导致30%的死亡率。破伤风虽然不是常见疾
病，去年在全球仍有13,500件病例。

预防遭到细菌感染的最佳方式即是接种一系列的疫苗。通
常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接种疫苗，往後5-10年追加施打疫苗
加强剂。如果担心伤口受到感染，医师可直接注射免疫球
蛋白以防感染。然而，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任何破伤风的症
状，必须赶紧就医寻求治疗。

这个案例的船员虽然在加护病房住了一段时间，不过很幸
运的是已恢复健康。

这件案例提醒了我们确认所有疫苗接种维
持在最新状态的重要性。

为个人物品投保

最近几则案件是关於昂贵的个人物品受损或遗失後，
船东保险单却无法理赔的案例。

我们最近接获一个案例，一名船员的手肘擦伤，这种小伤无须任何医疗处理，只要用消
毒棉片擦拭并贴上OK绷即可。然而，他却开始发生肌肉痉挛丶下巴僵硬，之後检查发
现这名船员感染破伤风。



6) 船舶的「orlop」是指什么？
a) 火药库的另一个名称
b) 船舶內安置牲畜的地方
c) 施加于船体上用来防虫的铜板
d) 船舶的最下层甲板

7) 何谓「校磁铁棒」？
a) 用来封闭舱口的金属棒
b) 用来校正磁铁罗盘的软铁棒
c) 提供兰姆酒的即兴调酒酒吧
d) 插入绞盘做为拉杆的木棒

8) 木帆船上的何处能找到「肘板」？
a) 就在船舶「底部(feet)」的上方
b) 船梁至两侧连接处
c) 位於船桅最尖端
d) 位於船锚底座处

9) 为什么「avast」一词是停止之意？
a) 这个字是「大船接近中」的缩写
b) 这是源自十七世纪的荷兰片语「hou'vast」，意味着
「坚持住」

c) 大船(vast)是单桅小船(hoy)的相反语
d) 这是从船员的俚语创造出来，非船员是无法理解的

1) 船舶闪烁着蓝色灯光通常代表：
a) 转运危险货物
b) 执法船
c) 参加比赛
d) 工作船

2) 动力船在交会时，任一船舶发出一短笛声，意味着：
a) 我打算变更航道向左转
b) 我打算维持航道与速度
c) 我打算变更航道向右转
d) 我要求偏离规则

3) 英噚约有多长？
a) 站立时，为指尖到地面的距离
b) 打展开双臂时，为指尖到指尖的距离
c) 双手指尖相互碰触时，为手肘至手肘的距离
d) 劈开双腿时，为脚趾至脚趾的距离

4) 在船上，「under the weather」这句话是甚么意思？
a) 一种称为「weather」的索具掉落至船员身上
b) 感到不舒服或恶心丶不适
c) 在强风与大浪侵袭下值
d) 暴风雨即将到来

5) 在航行船舶上，哪几
件设备与吊锚杆有关？
a) 船首像
b) 船舵
c) 锚
d) 洗手间

为何不举办一场机智问答之夜？以下提供了一些入门问题，您可以自行追加自己的问
题。我们将在下一期《船员观察家》公布这些问题的答案。

还记得上一期的《船员观察
家》请各位找出两张图中15个
不同处吗？

答案如下。有全部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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