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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歷 架構註冊制度
深入探討

作者：陳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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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雖然是我們經
常食用之堅果，但能
夠親眼看見杏仁果
實，是怎樣從樹上開
花結果，還是第一
次。本編輯有幸在葡
萄牙南部 Algarve 遊
歷時，看見蔓山遍
野，都長出鮮艷的小
白花，花瓣呈乳白，
雄蕊和雌蕊分別呈淡
紫和綠色，深被所吸
引。再請教當地人，

才知道這是杏仁樹的
花朵，真是大開眼
界。一直以為杏仁是
平時我們認識其中的
一種梅子或桃的果實 
Plum/Peach，先有果
肉，才有果仁。卻原
來Almond杏仁果實，
是由結果到成長，都
是外層的皮殼所覆
蓋。由翠綠變成棕褐
色。杏仁樹和櫻花都
是同屬Prunus怪不得
花型甚為相似！☺

跟進上期的話題如「本行業納入資歷架
構註冊制度,你有何意見呢？」嘗試作進一
步探討，大家來參與意見：﹣
為什麼會發生意外事故？可否突然有掉意
輕心行為和「習非成是」；久而久之不正
確的手法，以變成行內從業員感覺是正確
做法。有否每天很清醒；問自己是否有不

小心或大意，為了趕快完成工作，而疏忽
了。
其實，我想大家都會認同知識（行業技巧
訓練）是有幫助執行任務完成和解決困
難。我想舉例出（1）安全理念？（2）安
全標準？（3）安全管理等等？在僱主和
僱員都有責任在「合理切實可行性」的範
圍內，合理性範圍之中，要預防／推廣／
教育。確實需要，減少或減低至零，各位
同事開心放工。
作者本人「陳嘉興」，在第四期會訊的
『十號風球，塌樹了行內人對樹木看法』

和第五期會訊的『園景內的共同／通用
語言』的文章，引出的不同問題，而需
要引進安全制度元素，讓大家更提昇及
都知道安全指引責任對現在工作評估？
可否持續改善？您們可否對下述的論
言，有否認識？
I. 安全政策及安全組織：

✴ 成立一個安全文化，僱主與僱員
通力合作和溝通，各人對安全知
識及技能，都有權力及責任。

✴ 推廣良好安全文化及執行，目標
確定及制訂。

✴ 有效監察，持續改善安全環境。
✴ 安全檢討／審核。

II. 安全訓練：
✴ 獲取有效證書，培訓和教育專業
水平。

✴ 訓練，加強安全的警覺，分享不
同經驗和安全知識。

✴ 加強安全承擔感，改善訓練計
劃？

✴ 平安咭制度？
✴ 認識及訓練有關現行安全法例？
✴ 工地座談會／重溫座談會。

III. 對安全管理制度的元素，是否認
識？
✴ 安全政策。
✴ 組織架構。
✴ 安全訓練。
✴ 內部安全規劃。
✴ 視察計劃。
✴ 危險控制計劃。
✴ 意外事故的調查。
✴ 對緊急情況的應變準備。
✴ 對次承建商的評核，挑選及管
控。

✴ 安全委員會。
✴ 工作的危險分析。
✴ 安全和健康的意識。
✴ 控制意外及清除危險。
✴ 職業健康的危險、除障計劃。

上述I, II 及 III 項的內容，我們可以作出
深入淺出而道出原困，它們對園林及樹
藝專業人員的行業背景和目前情況，肯
定有正面的影响和改革。
您們有興趣，請多提供自己的意見和經
驗分享，等待大家作更多的反應。
參考書籍：

BSM-1 基本安全管理 「香港安全培訓
會」☺

沒想到在葡萄牙，到處都是海藻
樹，可能地理位置接近地中海有關。
海藻樹在香港已引入多年，但在香港
所見的，似乎沒有一棵像這棵美麗。
樹冠大而沒有枯枝，樹身所有切口整
齊和有色澤，此型態的樹都比比皆
是。香港所見的海藻，樹冠稀疏而枯
枝枯葉隨處可見，不甘令我想到樹木
的保養工作，還要多下點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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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 最後都喺安全.....！

咪以為漆黑一遍，就睇你唔到！原
來喺「李光昇」博士正在上「園藝工
作基本安全訓練課」。
由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初，每逢週末，
李博士為本業界提供「特約安全訓練
班」，而本工會亦為業界工友簽發出
超過二百張「安全綠咭」。行內的工
作安全問題，時常引起我們關注。特
別是體力勞動的工友，身體疲累而又
未有足夠休息，再接觸一些機械，例
如鏈鋸等工具，就容易發生意外。而
本工會所舉辦的「安全綠咭」課程，

就希望提高本行業的工作安全意識。
安全第一，歡迎業界顧員或顧主，與
我們查詢「特約安全訓練班」事宜！

唔使
講啦
，正
！

✌
出年一定再嚟呀！

1月11日是工會在二O一三年的第一個大型聚會  - 蛇宴
聯歡晚宴。當日在灣仔會址百玲大廈舉行，是日主
席、副主席、執委及義工們很早到達場地佈置及打
點，未到八時開席時間已座無虛席，計有十二圍之
多，氣氛熱鬧又溫 馨。揭開是晚晚宴的
序幕為主席及 應邀出席晚宴
嘉賓服務 業總會主
席唐賡 堯先生
的 講 話 ，

接 著
是 抽 獎 ，
每 圍 都 有 一 半
會員中獎， 可謂又食又
取，認真超值， 壓軸還有執委陳
嘉興Omar、廖仲君Edmond和兒子及義工麥燕玲Polly
唱卡啦OK助興，Edmond兒子唱了〝真的愛你〞，感
情投入，全場鼓掌，更添歡樂氣氛，各會員都盡興而
歸。我希望工會再接再厲，繼續舉辦類似活動，再次
感受工會這個大家庭溫暖融洽的氣氛。 義工 – 張偉榮

各位，今晚嘅嘉賓同主角喺..... 喺條蛇，唔喺你哋，哈哈哈哈哈.....！

你哋估下，呢餐蛇宴用咗幾多條蛇呢？估中出年蛇宴免費請你食，再加多條蛇送 比你！ 答案 - 下次蛇宴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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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affodils - by Brothers Four
I may not have mansio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s
But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Lyric from the song “Seven Daffodils”

每次想起水仙花，都會想起呢首歌。以前
嘅年代比較簡單，好似呢首歌講咁，無樓
無地，哈哈，比朵水仙都可以追到女仔！
家？不如帶 女朋友上完水仙雕刻班再
講啦，條數有排你計呀！唔單止要比水仙
花㗎。不過，原來水仙花可以做到咁多嘢

喎，可以做隻唔食得嘅蟹抓，又可以做隻
天鵝，嘩，自己咪變咗隻蛤蟆？呀，如果
女朋友話要間樓，唔知用水仙花做比佢，
佢收唔收貨呢？下次水仙雕刻班要問下阿
薇姐導師，用水仙花做架車同做間屋，唔
知得唔得呢？

春茗還是英雄宴？
今年春茗真熱鬧， 點解有咁多老板雲集？

原來大家好積極地討論本行業的
職業架構註冊制度！
真喺好認真㗎！
你哋睇

每次工會嘅活動
都比你哋好多難忘嘅回憶

但一定有你哋嘅支持和參與，先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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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入會或更新會籍
 
舊會員會費 : 每年港幣$100
新會員會費 : 每年港幣$100 + $20 基金
可將年費自行存入以下銀行
中國銀行 - 户口號碼 : 012-695-0-005413-3

請將收據連同姓名、聯絡電話寄回灣仔駱克
道368号百玲大厦1/F 或傳真到 Fax :2834 
0586

或可在工聯會各分區辦事處辦理續會手續，
謝謝！

查詢電話 : 2832 9181
網址 : www.hklapgu.org

我對工會落區招收會員的感受
義工 – 張偉榮

歡迎各會友投稿，請把稿件
以 ʻWordʼ 或 ʻPDFʼ 電郵到:
porter@caballoliving.com
謝謝！

最近工會發動新一輪的落區招收會員的
攻勢，地區包括觀塘、九龍城、大埔及
屯門等，不論主席、副主席、執委或義
工，都很落力到各區推廣及招收會員，
收穫頗大，一方面可給予業界的員工對
工會的認識，另一方面亦可增加工會會
員的數目，可謂一舉兩得。很多新入會
的會員都覺得資歷認証很實際，並能提
高員工的地位及福利，這是吸引新會員
入會的主要因素，當中，工會派發有關
員工對資歷認証意見的問卷，收集各人
的意見，以便作為日後為他們爭取資歷
認証的指標，在這個活動中，我學到很
多東西及溝通技巧，實在難能可貴，希
望工會會員數目能節節上升，成為受業
界重視及歡迎的工會。

自從在上一期的會訊呼籲「愛心
行動顯關懷」之後，我們得到會
友『高志忠』先生捐贈出二首傢
俱，玩具及圖書給張女士。在此
本工會主席及各理事向高先生致
謝！這再一次証明，只要業界工
友及會員，如果需要我們的協
助，工會是義不容辭。我們希
望，假若日後工會需要各位會友
伸出援手時，各位會友亦能鼎力
支持，謝謝！

草坪維護工作坊

呢架車
做啲乜

呢？

點解草
地咁多

窿㗎？
架車噴啲乜呢？

咁多雜草，點搞
呀？

呢個人做 乜呀？

點解草地要 咁多線呀？

乜要咁灌
溉㗎？

嘉賓講者：Thomas 先生

本年六月二日上水馬草龍球場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有草坪機械操作示範

咁多問題？
請參加六月二日
草坪維護工作坊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