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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由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生效。在新例下，僱主或佔用

人有一般性責任確保所有僱員或在其管轄範圍內員工的安全和健康。

另一方面，僱員亦有責任照顧本身及其他人員工作時的安全，並和

僱主或佔用人合作，使用保障工作時安全和健康的措施。根據最新的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僱主、處所佔用人、僱員都有一定的法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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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及維持不會危害安全或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2. 作出有關的安排，以確保在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

物質方面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

3. 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確保僱員安全及

健康；

4. 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

5.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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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處所；

2. 進出該處所的途徑；

3. 存放於該處所的任何作業裝置或物質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在該等處

所工作的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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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顧自己及在工作地點中其他人的安全及健康；

2. 使用由僱主提供的任何設備，或遵照僱主訂定的制度或工作方式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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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處理一堆污穢的衣物，或要清洗的床單被舖時，必定大為頭

痛。最好的方法便是把衣物統統送去洗衣店，把洗熨衣物送去後，便

有人為我們代勞，可真方便快捷。

除了一般家庭衣物外，洗衣工場處理的洗熨衣物亦有來自酒樓，酒店

及醫院等，一般處理的方法是用水、清潔劑濕洗。較柔細的衣物便必

須使用乾洗方法處理。遇上頑固的污漬，在洗衣前後更須要進行去漬

工作。加上後期風乾、壓平及熨衣工序，一批批光潔如新的衣物便可

交回顧客手中。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交收過程，但在我們

看不到的洗熨過程當中，郤存在著很多職業安全及健康問題。洗熨業

常遇到的職業性危害當然是化學品，如洗粉、去油劑、乾洗液、漂白

水等，另外，體力處理操作、高溫的問題、操作鍋鑪及用電安全等亦

不能忽視。

本手冊以簡單易明手法，提出洗熨業常遇到的職業危害及預防方法。

藉此增進業內工友對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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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熨業日常的工作經常涉及體力處理操作。工作時若使用不良姿勢、

用力不當、長期或經常進行重複動作及急促地用力，都會引致身體受

傷如腰背痛，扭傷，拉傷，膊頭、手部及前臂肌腱毛病等。由體力處

理操作所引致的毛病通常是日積月累所得來的。所以工人應在平日工

作時多加留意。

=NK=�� !

3

• 把沉重的衣物放入或提起傾倒至洗衣機

或脫水機內，如姿勢不適當，便會弄傷

腰背或上肢。

4

• 把衣物放入洗衣機時

應緊記不可貪快，耍

採用正確的姿勢，盡

量保持背部挺直。

• 如衣物過重，切勿強

行提舉；盡量將重物

分散處理。

• 或應找工友協助或用

機械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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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洗衣機內取出洗淨衣物，亦會涉及多種不良的工作姿勢。

• 例如在取出洗淨衣物時把身體全彎下用雙手取衣物。

• 正確的取衣物方法在取出洗淨衣物時如需將身體向前彎，

應用一隻手支�身體，而另一隻手用來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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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運衣物或其他重物時應注意正確方法：

• 如搬移重物時要走過斜坡，更要小心，避免弄傷別人或自己，最好

多找一位工友幫手。

• 小心地面情況，穿上防滑鞋或靴，不要穿著拖鞋或易鬆脫的鞋。

5

• 可用手推車或有輪子的桶幫

助搬運。

• 推動時要在後面推，不可在

前面拉，以免拉傷背部及肩

部肌肉。

• 過度伸展身體會增加拉傷肌

腱的機會，手用掛衣工具可

解決身體過度伸展的問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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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衣工序，不論大熨，夾機或熨衣都會涉及手部及前臂重複性動作，

洗衣工場一般使用的熨斗比一般家庭用熨斗重、使用夾機時更需要站

立操作及手腳並用。長期處理熨衣工序，容易使膊頭，前臂及下肢疲

勞。嚴重者更可能引致重複性肌肉勞損。工作時最好能左右手交替使

用，避免只用左或右手。

衣物的膊位，可能需要特別處理，如先用左手托起，然後以右手提起

熨斗熨衣。由於沒有熨衫檯支持，手臂膊頭及後肩胛容易感到酸痛疲

勞。當感覺到上肢任何部位開始疲勞時，便應立刻停止工作數分鐘。

在停止工作時作些上肢鬆弛運動，使疲倦盡快消失，然後才繼續。

如果要用腳部操作熨板，最好能夠左右腳交替。另外，因為熨衣物需

要站著工作，如腳部沒有活動及站得過久，會引起腰背痛及下肢靜脈

曲張，所以要經常作少許下肢肌肉鬆弛運動。

• 如在洗衣機的側面取衣，工人可能會彎腰或扭

著身子來取或拉出。

• 應在洗衣機的正面取衣，雙腳須一前一後站立，背部保持挺直，

避免彎腰或扭著身子來取。

• 拿取大件或沉重的衣物時不可單靠手指的力量，這很容易弄

傷手指，要用整隻或雙手的力量。

• 如衣物太大或太長，可先取一部分，再用雙手拉出。但切記不

可太用力拉以防脫手跌倒。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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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處理化學品所導致的意外，如火災、爆炸等，不單令財物受

損，更會造成人命傷亡。洗熨業工友日常工作經常要接觸化學品，

例如醋酸、草酸、漂白劑、氫氧化鈉、氫氟酸、雙氧水、全氯乙烯

及三氯乙烷等。如果能清楚化學品的特性及其危害，遵守安全規

則，便可避免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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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呼吸道吸入

9 10

• 經消化道吸收

• 經皮膚吸收

接觸化學品對身體造成的傷害，主要取決於接觸時間的長短、化學品

的毒性及其濃度。工友日常工作手部皮膚經常接觸化學品，皮膚可能

會有刺激、腐蝕或過敏反應。如吸入這些化學品所揮發的蒸氣，可能

引致工友暈眩窒息，甚至致癌，此外，個別身體器官亦可能受損，例

如呼吸系統、肝、腎、神經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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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在工場內吸煙（因化學品有燃燒及爆炸危險）；

• 不要在工作間飲食（因食物容易被化學品沾污）；

• 進食前洗手；

• 工場內需設急救設施，如洗眼花洒、

急救箱等。

• 如有傷口，需包紮妥當，

免受化學品所侵。

• 如皮膚接觸化學品，應立即以

大量清水沖洗。

• 如沾及眼睛，應立即以

大量清水沖洗，並盡快延醫診治。

• 定期身體檢查。

• 入職前身體檢查。

• 進行在職定期身體檢查，例如肺部、呼吸道及肝部等。

• 選用適當和合格的個人保護器具，如呼吸具、圍裙、手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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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洗熨業的工友若要防禦化學品危害，其實，最理想的方法當然是

以其他物質替代有害物質，尤其是毒性高或可致癌的化學品。倘若有

些化學品不能有效地被替代，唯有盡量減低工友直接接觸化學品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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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低毒性化學品代替高毒性化學品。

E�F=�� !!"#$%&'

• 安裝有效通風設備，抽走飄浮空氣中的有害化學品；

• 使用揮發性去漬劑時，應提供局部抽風或完全密封設備。

• 改善洗熨過程工序及工具，隔離有害物質。

• 乾洗機應放置在工場內通風良好的位置。排氣口應將廢氣導引到工場

    外面。

• 乾洗機應妥善保養，以防溶劑蒸氣漏出。

• 乾洗機經過滾動乾衣後，應先用風扇吹走殘留在衣物上的溶劑。

• 使用電泵代替手泵，把乾洗劑從貯存桶輸入乾洗機貯存缸內。

• 化學品容器應蓋緊，並存放在通風地方，遠離熱源。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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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洗油 四氯乙烯 乾洗 皮膚炎、刺激呼吸道 避免沾及眼睛 有害
及眼睛、肝腎受損

醋酸 乙酸、冰醋酸、醋精 起    漬 皮膚炎、刺激呼吸道 切勿吸入蒸氣， 易燃  腐蝕
及眼睛、牙齒酸蝕 避免沾及眼睛

槍水 三氯乙烯 起漬、乾洗 皮膚敏感、刺激呼吸道 避免沾及眼睛 有害
及眼睛、肝腎受損

草酸 草酸 起漬 皮膚炎、燒傷、刺激 避免沾及眼睛 有害  腐蝕
呼吸道及眼睛

保險粉 低亞硫酸鈉 漂白 刺激皮膚、呼吸道 保持容器蓋緊， 有害
及眼睛 並保持乾燥

雙氧水 過氧化氫溶液 起黃漬 刺激皮膚、呼吸道 避免沾及眼睛 助燃  腐蝕
及眼睛

哥士的 二氯異       酸的鈉鹽 起漬 有腐蝕作用、 容器必須保持乾燥 有害  助燃
刺激呼吸道

去    水 氫氟酸 起漬 灼傷皮膚、呼吸道 容器必須蓋緊，存放在 腐蝕
RUST GO 及眼睛 通風地方，切勿吸入蒸氣

去墨水 三氯乙烯 去漬 刺激皮膚、呼吸道 避免沾及眼睛 有害  有毒
TAR GO 及眼睛

去油漬 甲笨 去漬 刺激皮膚、呼吸道 容器必須蓋緊，存放在 有害
BON GO 及眼睛 通風地方，切勿近火

去黃漬 硫酸 去漬 灼傷皮膚及眼睛、 避免沾及眼睛 腐蝕
YELLOW GO 肺部受損

去污漬 氫氧化鉀 去漬 灼傷皮膚、呼吸道 避免沾及眼睛 有害  腐蝕
QUICK GO 及眼睛

漂白水 次氯酸鈉溶液 漂白 敏感、皮膚炎 避免沾及眼睛 腐蝕
及化學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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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洗熨業的朋友，除了經常要接觸水、洗衣粉或肥皂等以外，也要因應

不同類別的衣物，選用不同類型的洗滌劑。

濕洗過程中經常用的洗衣粉和肥皂，其實對皮膚會產生脫脂作用，長期接

觸皮膚會乾燥爆裂，抵抗細菌能力因而降低，皮膚受感染的機會也會增

加。

在乾洗過程中使用的化學物品更是千變萬化，如酸、鹼、漂白劑、雙氧

水、乾洗油、槍水等等。這些化學品對人體危害是多方面的，長期皮膚接

觸或吸入，都會引致身體不適。另外，在儲存化學品時應留意，任何腐蝕

性、有害及助燃的化學品切勿與可燃物料或酸性物料接觸，否則會引起火

警或釋放出毒氣。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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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規定每個鍋爐及每個蒸汽容器必須由一名持有合適器具級別及類

型的合資格證書的人員直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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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容器的安裝對於日後保養，維修及檢驗會有一個長遠的影響，不

適當的安裝會令日後保養及修理更為困難，甚至引致意外發生。所以

於計劃安裝器具時，僱主應諮詢委任的壓力器具檢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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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及安排定期檢驗是僱主的責任，良好的保養有利於委任檢驗師檢

驗及提高設備的可靠性能和耐用性。僱主要諮詢委任檢驗師去安排全

面的保養計劃及例行的法定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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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修理的質素會影響安全操作。過往多次傷亡意外是由於修理工作

不妥，並且在缺乏適當監管下去完成，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做法。僱

主必須特別留意，如進行修理工作，事先要諮詢委任檢驗師選擇合適

的承辦商和監管修理工作。

�� !"#$
在洗衣工場，因蒸氣熨衣，洗衣及乾衣機的運作通常會令到工場環境

較熱及潮濕，尤其是在夏天。洗熨業的高溫問題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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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開窗戶或抽氣設備，增加空氣流通，加速汗水的揮發而產生有效的

降低體溫功效。在可能環境下，可加用風扇以增強空氣流動。在洗衣

間，濕氣重是無可避免的，但要盡量把產生的蒸氣抽出室外。抽氣設

施在這樣的環境下會產生很大的效益。最好能把熱和潮濕的工作環境

分隔，這樣高溫的問題便較易解決。在熨衣的地點最好有抽氣設備，

也可加用風扇或吊扇，增加空氣流動。

把主要的散熱設施包裹起來，減少熱能散發到工作環境。當然最好加

上空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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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體排出的汗不只有水份，它是含有少量的各種化學物質（電

解質）如鉀、鈉等等。所以當我們排出汗水時，不但會失去水份，

也同時失去各種化學物質。因此在補充身體水份時，要多喝各類飲

品，在補充水份時，要同時補充其他身體所需的物質（電解質）如

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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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間或附近要常備充足的飲用水源，最好是喝點果汁，如只有開

水，可間中服下少量食鹽或鹽餅，但不可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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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用電不當而引致工作人員觸電受傷，甚至引致死亡的事故時有所

聞。因漏電而引致火警並造成嚴重的人命和財物損失的意外亦不少。

現行的電力法例亦嚴格要求有關電力系統的設計、維修和保養，應該

由合資格電工進行。以下所述是一些基本的知識，有助於了解工作場

所內的用電是否合乎基本的安全要求。

1. 所有電器安裝，接駁電線或電器維修必須由合資格及認可的電工

進行。

2. 在電器上裝上接地線，俗稱「水線」。

3. 使用雙重絕緣設計的電器。

4. 使用漏電斷路器。

5. 搬動任何電器設備前，先關閉電源。

6. 使用絕緣膠墊及穿著橡膠水靴亦可幫助防止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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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機器前，例如洗衣機、脫水機、夾機、鍋鑪及蒸氣喉管，必須

確定機器是在良好的狀態下才可使用，如機器本身有磨損、變形、

破裂、漏油及發出不正常的聲音等情況，必須立即通知主管進行維

修，避免意外發生。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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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持工具的性能良好。經常由合資格人士清潔、檢查及維修，並

保存有關記錄；

2. 應熟悉工具的使用方法、性能及用途。不可誤用，以免損壞工具

及發生意外；

3. 使用合規格的插頭及插座接駁電源。插頭與插座須匹配，切勿以

電線直接插入電插座內；

4. 切勿讓電線橫放於通道上，以免絆倒行人或損壞電線；

5. 切勿使電源供應負荷過量。儘量避免使用萬能插蘇；

6. 如發覺電工具出現毛病，要立即安排修理。將有毛病待修的電工

具，加上警告牌及禁止任何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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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粉／洗衣劑及其他化學品應用有蓋容器貯存妥當，每次使用完畢

必須蓋好，防止粉塵及蒸氣飄散。

=OK=�� !"#

不要因為貪一時之方便而將規定的工作程序簡化。例如在乾衣機／

脫水機末停定時，便打開閘門或伸手入內，很多意外都是在這種情

況下發生。

=QK=�� !"

化學品切勿存放在熱源附近例如鍋鑪、蒸氣喉、夾機週圍。

=RK=�� !"#$%&

所有化學品應貼上適當標籤，以識別其危害。



=SK=�� !"#$% &'(

切勿把包好的衣物堆疊太高，以防塌下的危險。

=TK=�� !"#$%

儘快清理溢出的化學物品或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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