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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1
無論在建築地盤或物業管理維修等行業，均需要進行各式各樣的屋宇設備裝設或維修工

程，例如安裝或維修室內及室外的氣體或供水喉管、電線、電掣或水掣、活門、水錶或電

錶、水缸、水泵，以及設施的接地裝置等等。另外，為接駁地下的水電或氣體供應設施，

工程人員往往需要掘開地面或進入地下管道進行工作。

這些工程帶有不同類型的危險。若果在進行這些工程之前沒有做足有效的安全措施，便可

能會導致嚴重意外的發生。本書會介紹有關工程常見的危害，並提供安全施工的建議，以

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工程種類 日常工作

消防工程 進行消防喉及滅火裝置的安裝，訊號系統的安裝及維修，泵房設備的

安裝及保養

水喉工程 進行水喉、排水管的安裝，泵房設備的安裝及保養

電力工程 進行電線、燈喉、電線槽的安裝，電錶房設備的安裝及保養，一般電

氣裝置的保養及維修

氣體工程 進行氣體喉管的安裝，接駁氣體供應喉管，以及有關的維修保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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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安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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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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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架在搭建後，須由合資格的人根據設計圖則，檢查棚架和繫穩裝置，証明安全後才可

使用。

由合資格人的人負責經常檢查及維修整個棚架與繫穩裝置，以確保安全，在大風雨後應

立即進行檢查及維修。

拆卸棚架的安全要點

拆卸棚架前，先由合資格的人檢查棚架的強度及穩固性。

拆卸程序必須計劃妥當及安全，棚架承力部份如螺絲連牆器或任何能影響餘下棚架穩定

性的組件必須是最後拆除。

先清除所有在棚架上的物料和廢物，並給予工作人員足夠時間進行拆卸。

防墮保護裝備

工友在搭建、拆卸及維修工程期間，必須配戴安全吊帶，並把安全吊帶以防墮裝置連接到

獨立救生繩上，不可隨意繫於窗框或任何不穩固的繫穩物上。

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如工作地方因環境限制而難於將防墮安全裝備連接固定的繫穩物上，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

裝置便可提供另一選擇，將它正確安裝在穩固結構物上（例如門及窗兩邊的混凝土牆），

獨立救生繩便可連接此裝置的繫穩點，而工人的安全帶便可有效地扣在救生繩上，做到防

止工人人體下墮的最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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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資格人員監督才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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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墮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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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如鎚、鑿、鉗、銼刀、板鉗和鋸等都是工友的隨身必備

工具。而常見的電動手工具亦包括電鑽、電鋸、手提打磨機及

手提風車鋸等。一般來說，電動手工具的危險性比手工具為

大，很多時意外的發生是因為選擇了不正確的工具或工具欠缺

妥善的保養和維修。因此，員工必須接受有關的訓練才可作出

檢查及使用。

一般手工具或動力手工具可導致的危害包括：

磨輪因超速運轉而爆裂

被鋒利部份割傷，被尖銳部份刺傷或在鎚擊時擊傷手部

使用電動手工具時觸電

碰觸動力手工具轉動部份所傷

受工作時產生的噪音，塵埃或飛射碎片影響

使用手工具的安全須知

檢查手工具是否保持良好才可使用。

保持工具清潔，尤其是工具的手柄，以免工作時滑手摔出。

以正確姿勢及手法使用手工具，使用時姿勢應以出力平穩最為安全，切勿過份用力。

使用時勿將工具的鋒利部份向著別人。

維修電器時切勿使用沒有絕緣的鉗。

不應誤用手工具作其他用途，例如不應用板鉗當鎚使用或用銼刀當鑿使用。

不用時，工具應以防護物將刀鋒或尖銳部份包上以作保護。

手工具與電動手工具的安全使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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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電工程中，有機會導致火警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訊號或泵房設備失修、電氣裝置欠缺

保養、電線短路或超載或在易燃物料附近吸煙或進行明火工序等。

在氣體設施工程方面，若工人在室內進行維修時沒有足夠的通風，涉漏的易燃氣體便會在

空氣中積聚，容易產生火警或爆炸。

另外，同時進行不相容的工序亦可能增加火警或爆炸意外的風險。例如在維修氣體供應設

施的附近範圍進行油漆或燒焊等工序。

預防火警或爆炸安全措施

進行氣體供應設施維修工程之前，必須先把氣體供應關掉。

若在室內進行工程，則必須保持足夠空氣流通，以防易燃氣體積聚。

切勿在工作範圍內吸煙及避免在附近進行不相容的工序。

設置適當及足夠的滅火筒。

火警或爆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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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接及火焰切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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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焊接9
進行電弧焊接工序時，除了要留意以上所提及的防火安全措施之外，亦需要正確選擇，使

用及保養電弧焊接設備。使用結構不良的電弧焊器具會引致觸電意外。

進行電弧焊接工序所面對的危害包括：

被火花或高溫金屬灼傷皮膚或眼睛

眼部為弧光輻射所灼傷

吸入毒煙及毒氣

火花燃點附近的物料導致火警

變接觸帶電部份引致觸電意外

電弧焊接器具安全要點

使用前小心檢查所有電焊設備，例如焊線、

焊鉗及自動電壓調節器等有否損壞。

焊接器具和工件須妥當和有效地接駁地線。

切勿使用結構不良的電弧焊器具。

電弧焊變壓器（火牛）的外露帶電金屬部份必

須加以絕緣或遮蓋。

要使用全絕緣焊鉗，更換焊枝時要把電源

關掉。

變壓器的輸出及回路引線必須使用厚身絕緣

的電線，盡可能把焊接所用的電流調至最低

以配合所用焊枝的要求。

工序不應在濕地、潮濕環境或雨天下進行。

架設適當保護屏障及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

備，例如手提護盾、皮革圍裙、皮革手套、

工作服和安全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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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安全10
在屋宇設備工程當中，需要使用不同種類的化學

品。化學品對人體的影響可分為急性和慢性的，

包括：

影響中樞神經，令患者昏昏欲睡，頭痛及

麻醉。

刺激眼，喉及肺部等器官。

導致皮膚敏感或刺激皮膚，甚至造成潰瘍。

損害肝和腎臟等功能。

通過呼吸
通過食道

通過皮膚

化學品標籤

化學品標籤

松節油
危險情況：
‧易燃
‧吸入、沾及皮膚或吞食後都對人體有害

安全措施：
‧切勿近火－不准吸煙

易燃 
FLAMMABLE

有害 

在化學品容器上必須貼上適當的標籤，列明該化學品的名稱，相關危險標記，危害以及

相關的安全控制措施。化學品標籤可以警告使用者有關化學品的危害以及相關的安全控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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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 
EXPLOSIVE

有毒 
TOXIC

助燃 
OXIDIZING

腐蝕性 

易燃 
FLAMMABLE

有害 

刺激性 
IRRITANT

化學品危險標記及一般安全措施

‧ 切勿存放或使用此類化學品

‧ 禁止吸煙、點火及使用電熱器

‧ 要有適當之防火設備

‧ 不可將易燃化學品傾入排水槽內

‧ 應把氧化性（助燃）化學品存放於陰涼及遠離易燃物質的地方

‧ 有毒之化學品必須貯存於適當之容器中（劇毒藥品應貯存於雙層容器中，並鎖於櫃內）

‧ 使用時，嚴禁飲食或吸煙

‧ 如感不適，應立即就醫診治

‧ 沾及皮膚後，立即用大量 （̱須予指定）來清洗

‧ 處理腐蝕性化學品時，應戴上手套及護眼罩（或安全眼鏡）

‧ 有害之化學品必須貯存於適當之容器中，並鎖於櫃內

‧ 避免沾及皮膚和眼睛

‧ 沾及皮膚後，立即用大量 （̱須予指定）來清洗

‧ 處理這類化學品的時候，應戴上膠手套。開啟盛載這類物品的容器時，更應十分小心

‧ 刺激性化學品必須貯存於陰涼及空氣流通的房間內

化學品使用安全要點

參考化學品標籤及物料安全資料表(MSDS)以識辨化學品危害。

盡可能使用沒有危害或危害性較低的化學品。

使用易燃化學品時遠離火種，亦不可以吸煙。

保持良好通風。

有需要時佩載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手套，眼罩及口罩等。

注意個人衛生，飲食前應先洗手；立即清洗沾染化學品的皮膚或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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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工作場所整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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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體力處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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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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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態度14
要達致安全目的，安全工作制度是必須的，但員工的安全工作態度亦是主要關鍵，就算制
度如何完善，如果員工故意或無意違反安全措施亦容易導致意外發生。以下要點必須緊記

溝通與合作

與上司加強溝通，了解工作程序的危害及預防方法，與僱主及其他人合作遵守所有的安
全守則。

遇有設備或工具有任何故障時，應立即向主管報告並掛上「維修」警告牌，以防別人誤
用，引致意外。

當對安全施工方法有疑問時，應小心查閱施工程序或向主管查詢。

工作前檢查

熟悉公司訂立的緊急應變程序及逃生路線。

檢查工作環境是否安全，切勿在不安全環境下工作。

檢查所有工作台、工具、物料及物質等是否安全及健康。

若對任何工具、物料的安全性產生懷疑，應立刻停止使用並向上司求助。

關鍵行為

工作時須精神集中，不要分心，避免出錯或作出不安全的行為。

切勿貪方便而故意違反公司的安全守則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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