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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基本概念

一.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簡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已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三日正式生效。目的是為本
港的受僱人士在工作時提供基本的安全與健康保障。新法例更清楚界定了每位僱
主及建築物業權人/佔有人，均有基本責任確保僱員於工作時間的安全工作環境。
1.

條例的宗旨


確保在工作中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訂定能對工作地點更安全、更健康的措施；



改善若干危險工序、工業裝置及物資在工作地點或存放的安全和健康標
準；



改善僱員工作環境的狀況，以促進僱員的安全和健康。

條例保障受僱於工業及非工業的員工的安全及健康，範圍涵蓋辦公室、商
場、醫院、診所、學校等工作場所。
2.

條例的一些定義


僱

員：指任何根據僱傭合約或學徒合約工作的自然人，但不包括家庭
傭人



僱



佔用人：就任何處所或工作地點而言，包括具有對該處所或工作地點有

主：指根據僱傭合約或學徒合約僱用自然人的人。
任何程度控制權的任何。

保良局百周年學校 《校內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

二. 僱主及僱員的責任
1.

僱主的責任
每名僱主均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其所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

康，並須：

2.



提供或維持安全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確保安全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



提供安全所需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



提供或維持安全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



提供健康的工作環境。

佔用人的責任
佔用人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須確保以下三項是安全及健康的：

3.



工作場所；



出入該場所的通道；



任何作業裝置及物質。

僱員的責任
工作中的僱員須顧及其他人，並須與僱主合作。任何僱員須在合理可行
範圍內確保：


自己及他人都是安全及健康的；



與僱主及他人合作遵守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或任何職安規例。

何謂「合理可行」？
「合理可行」就是在平衡某種存在的危險，與控制該危險所需的金錢、
時間、物資、甚至是「麻煩」而作出取捨和最恰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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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內職員及健康發展小組簡介﹙包括成立目的﹚
本校職業安全及健康發展小組成立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曰，為提高校內工作安全
及健康的標準。讓全體同工充分合作和積極參與，共同推行保障工作安全與健康的措
施及改善工作環境。
1.

目標及功能
小組的目標在鼓勵校內各職級和同工的合作，為大家提供一個安全工作
環境。並作出有關措施，加以發展及予以執行，以確保同工的安全及健康。
小組會按這基本目標之下，界定出以下具體的功能：


監察校內職安健政策；



研究究意外的統計數字及趨勢，以便向校方指出危險及損害員工健康的
情況和做法，並建議應採取何種糾正方法；

2.



審查有關安全事宜的稽核報告；



考察安全委員提交有關職業安全健康意見書；



訂立工作安全守則及發展安全的工作制度；



舉辦推廣安全工作的活動，計劃及有關的建議；



監察員工職業安全健康的訓練；



留意校內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溝通及宣傳。

組織分工


主席–護士；
-

定期召開會議，以討論校內職業安全健康工作計劃，監察工作進度
及檢討工作成效。



委員–教師二名；
-

推行校內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發展的工作。

-

本校安全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曰成立，為提高校內工作安全
及健康的標準。讓全體同工充分合作和積極參與，共同推行保障工
作安全與健康的措施及改善工作環境。

3.

教職員健康教育培訓
為了教導學生健康知識及生活技能，本校積極鼓勵負責健康教育及推廣
的教職員須多充實不同層面的健康知識、發掘及提昇各種創意教學技巧、並
能辦別及分析日新月異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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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培訓政策包括：


把有關健康培訓的資訊通知教職員。



提名相關教職員參與健康培訓或為他們撰寫入讀推薦書。



為有需要在工作時間內參與健康培訓的教職員安排調配人手。



安排學習經驗分享，例如心得報告、分享會和資料傳閱等。

鼓勵及安排教職員出席之健康專題進修包括：

4.



口腔保健



成長與發育



體適能



食物與營養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適



兩性教育與預防懷孕



傳染病的預防



性病或愛滋病的預防



慢性病的預防



吸煙的預防



酗酒及藥物濫用的預防



消費者健康，如健康資訊、產品、服務及醫療服務的選擇



欺凌及暴力的預防



意外的預防與受傷的處理



環境保護



自殺的預防及處理



死亡教育



教師職業安全及健康

健康教育資源


學校職業安全及健康發展小組應為教職員搜集可靠、最新及不同種類的
健康資源，例如健康單張、展板、儀器或模型、網絡下載的資、健康雜
誌及社區資源目錄表等，並把資源妥善管理。

管理健康教育資源要點及細則：


安排特定的職員負責日常管理工作。



通知各門的教職員有關資源角的使用及更新的項目。



把資料有系統地分類，如根據健康主題或資源性質。



把資源編碼。



設立資源借還登記，書面或電腦化亦可。



定期更新資源。



保持資源整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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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工作環境所潛在的職業安全健康危檢評估
很多人都以為學校是比較安全的地方，但事實上，學校亦會存在各種危害因
素。以下是一些常見導致學校工傷意外成因：
1.

在學校內，走廊或樓梯上摔倒；因地面不平或通道阻塞所致。

2.

在打臘地板上滑倒；

3.

被未關上的抽屜、凌亂及鬆脫的電線所絆倒；

4.

不小心撞倒桌子、門、文件櫃或平板玻璃門上；

5.

被突然打開的門擊傷或撞傷；

6.

被紙張、刀剪等到利器割傷；

7.

撞觸機器的危險部份所弄傷；

8.

搬運重物姿勢不常而扭傷；

9.

站在旋轉座椅上取物件產生危險；

10. 被突然墜落的重物擊傷；
11. 電插座負荷過或觸電；
12. 易燃物品不小心處理及存放，容易造成水警；
13. 給瀼熱液體所燙傷，例如倒瀉熱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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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安全及健康發展自我評估表
1.

計劃簡介
學校安全及健康發展計劃主要著重於意外的控制，從意外控制中達致防
止受傷的目的。另外，意外控制亦能減少因受傷所引致的捐失。
在選擇及履行合適的控制問題措施前，首先必須鑒別問題的性質和範
圍，另外，一張自我檢查清單可以幫助學校辨別危害。校方亦鼓勵各員工參
與自我檢查的程序，因為日常各員工所接觸到的危害，巡查員未必即時會留
到。

2.

學校潛在的職業安全健康危害
危害因數
情況
物理性
照明、溫度、濕度、噪音、
輻射


化學性
溶劑、有機混合物、塵、煙、
有毒氣體和蒸氣



人體功效

心理性

心理精神

其他



背痛、呼吸系統、重複性動 
作損傷和辦公室群候症




工作壓力




細菌、退伍軍人症、病態大 
廈綜合症及其他傳染病

滑倒、跌倒、輕微傷害或刺 
傷、火警和觸電





成因
照明不足，眩目強光
辦公室文儀器材發出噪音
極端的溫度和濕度
辦公室常用的改錯液和清潔劑
使用影印機時所放出來的有毒臭
氧氣體
傢俬、地氈和其他建築材料釋放出
的難聞氣體
吸煙
未獲適當維修的通風系統
辦公室桌椅設計不當
工作姿勢不確
電腦螢光幕調較角度不當
持欠地重複某些動作，導致肌肉和
關節受損
人力搬運的設計不當
繁重工作壓力
人際關係的衝突
劇烈競爭
缺乏獎賞制度
未獲適當維修的通風系統
工作場所內存有細菌等可能導致
傳染病的微生物
被電話線和電線絆倒
破爛捐壞的地氈
地面濕滑
機械的危險部份
損壞的電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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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安全及健康自我檢查表
若形容恰當，填上號，否則填上並加以留意。
1.

地面
 地面平坦，沒有凹陷？
 鋸屑、削屑或其他碎屑是否已清理好？
 是否有人清理掉落的物件？
 整齊清潔？
 油漬、油脂或其他溢出物是否清理好？
 在通道上有沒有貯存任何物件？

2.

通道
 有足夠寛闊的空間？
 沒有箱、物料或垃圾？
 照明充足？
 沒有手推車、電線？
 地面沒有缺陷？
 整齊清潔？

3.

機器
 足夠工作空間？
 整齊清潔？
 足夠處置廢物的地方？
 噪音程度滿意？
 足夠措施防止意外及接觸？
 有盛油盤以防止油滴到地上？

4.

工作檯
 沒有垃圾，整齊清潔？
 工具沒有損壞及有系統地作修理和更換？
 沒有用的工具也整齊放好？

5.

照明
 室內所有的地方有充足的照明，並符合認可守則內之要求。
 照明裝置清潔及有妥善維修？
 員工是否有就照明投訴？有關投訴能有效指出現存的問題。
 照明充足但不強烈，屋頂及天花板上亦有足夠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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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窗戶
 保持清潔及能讓足夠光線進入？
 玻璃沒有破裂？
 窗花及鐵枝沒有損毀？

7.

樓梯及通道
 沒有殘舊或破爛的梯級？
 通道沒有放置木箱或其他阻礙物？
 保持清潔，沒有油漬？
 扶手有妥善維修？

8.

貯物
 足夠及使用方便的層架或貯物箱？
 堆疊起的物件有妥善綁緊？
 通道暢通無阻？
 層架及堆疊物附近的地方保持整潔？
 物件盡可能放置在層架或貯物箱內？
 需要拿取的物料是從上面拿起，而非從下面抽出？
 層架保持清潔，沒有灰塵或垃圾？
 堆疊起的物件夠牢固？

9.

電力
 沒有使用的工具有妥善放好？
 電線有否安全處理？
 插座、插蘇及開關掣沒有損壞？
 變壓器有絕綠裝置？
 手提式的電力器具的性能良好？

10. 廢棄物
 工作地點的適當位置都放有廢紙箱？
 廢紙箱有定時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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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生
 膳食間保持整潔, 並定時清潔？
 足夠的食水、飲水用具及飲水機等？
 足夠的清潔設施，如肥皂、其他清潔濟及毛巾等，並定時清潔？
 足夠的洗手間及衛生紙，並定時清潔？
 骯髒及危險的工序有特別的衣物或手套？
12. 危害控制
 物料及儀器都妥善貯存，但可隨時取用？
 手工具及其他工具能儘快修理或替換？
 無絕緣的導電體有足夠防護和清晰標記？
 物料運輸有足夠措施，如運送重、龐大或大量的物件？
 水管、氣管及電線都有清楚標明其作用、壓力及電壓？
13. 防火安全
 清晰指示火警時逃生步驟？
 建築物有足夠的消防喉，並經常接駁水源？
 清晰指示消防局的求助電話號碼？
 與消防局有聯繫，或需要時能有效地向消防局求助？
 滅火設備易於提取？
 易燃及爆炸性的物品妥善貯存及處理？
 設有定期檢查，有效的火警警報系統及定期演習？
 向員工灌輸足夠的滅火知識？
 所有逃生通道和出口經常暢通無阻？
 足夠的滅火筒數量和種類，最近有否檢查？
 逃生通道和出口均有明確指示牌，及出路門能從裡面輕易打開？
 有檢查標籤及紀錄，以確保滅火筒有適當的維修？
 有足夠火警演習及緊急疏散步驟？
 有適當安裝消防栓及有足夠的喉和噴咀，以讓工作隊伍及消防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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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螢光幕
 電腦放置適當之螢光幕過濾器？
 電腦螢幕放在適當的光線照射角度？
 適當的地面工作高度？
 坐椅可調較高度？
 正確的鍵盤擺放位置？
 螢幕擺放的位置適當？
 有提供腳踏板？
15. 戶外活動
 進行戶外活動前，先計劃好安全限制？
 有手提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有意外或緊急時有清楚指示？
 安排急救人員？
16. 體力處理操作
 需要時，有對負責體力處理操作的僱員進行風險評估？
 為需要進行體力處理操作的僱員提供適當訓練？
 是否有機器或其他防護用具，以協助僱員進行體力處理操作？
17. 急救設備
 有根據法例要求設置足夠的急救箱，並在箱內設置足夠的用具及藥
物？
 急救箱外是否有清楚標明「急救」二字？
 有根據法例要求，急救箱內有必要的物品，如無藥性消毒紗布、黏性
紗布、三角巾等？
 是否有固定員工負責管理急救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