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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生活水準的改善，我們對居住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園藝工作者

便肩負重任綠化及美化我們的居住環境及郊外。他們在工作過程中，

可能面對各種不同的職業性危害，如接觸有害殺蟲劑、高溫戶外工

作、接觸有毒植物或動物、操作高噪音機械等。這些危害可以引致疾

病或身體受傷，有些更可能造成意外傷亡。本港現時從事園藝行業人

數不少，加上最近政府加快建設住宅樓宇，及推行綠化香港計劃，預

計從事園藝行業的人將逐漸增多。本小冊子旨在介紹園藝行業可能面

對的職業安全健康問題。

法例要求

隨著新法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通過及實施，

園藝行業的工作亦受到這條法例所監管。僱主、佔用

人及僱員必須履行有關的條文。

僱主的責任

僱主必須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其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

佔用人的責任

佔用人指在工作場所內有任何程度控制權的人士。

佔用人須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確保處所、進出處

所的途徑，及存放在處所內的裝置和物料都屬安全

和不會危害健康。

僱員的責任

僱員必須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照顧自己及他人的

安全及健康，並盡量與僱主合作，幫助僱主遵守安

全守則。

潛在危險

園藝行業的工作環境及使用的工具潛在不少危險，

如不認識當中的危害，很容易會對工作中的員工造

成不必要的傷害。

以上機械在操作時亦會帶來其他危害如：

‧噪 音 ： 如 長 時 間 暴 露 在 噪 音

下，可導致短暫性或永久性失聰

‧雜物四射：碎石、泥頭及其它
雜物四射，可擊傷工作中員工
或途人

‧觸電：如使用之機械屬電力推
動種類，遇到漏電的情況時，
如沒有適當的保護，可引致觸

電危險

操作以上機械的員工必須接受有

關訓練及熟識所操作機械的特性

及危害。機械的特性及有關的安

全事項可參閱操作說明書，其他

的安全注意事項應包括：

‧穿著合適之工作服及個人防護裝備如護眼罩、
謢耳罩、安全鞋及手套等

‧除工作員工外，不應有其他人在操作機械附近

停留或經過

‧如遇著堅硬物如大石時應避開，避免機器擊著
堅硬物

‧如有異物進入機器內，應先停機及待轉動部份
完全停頓後才可進行檢查及清理

‧在下雨天或濕滑環境下，不應使用電動機械

‧所有電動工具都必須有地線接駁或有雙重絕緣

保護，插頭及插座均應為戶外防水式

化學品的使用

化學品的使用對園藝工作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其中農

藥更是廣泛地用作殺蟲之用。在本港使用的所有殺蟲

劑必須得到漁濃處的批准及登記，才可使用。而市面

上常見之殺蟲劑多屬於有機磷殺蟲劑，如工作時處理

不當或工作後沒有清洗便進食，化學品便有機會進入

人體內。因殺蟲劑的特性是有毒的，吸入身體

後便會中毒，嚴重的可破壞人體中樞神經系

統，如大量吸入甚致會導致死亡。

預防方法

認清化學品的特性，化學品須附有物料安全資

料表，資料表上有化學品的名稱、特性、種類、危害、安全使用方

法、緊急應變措施等。

‧穿上合適之工作服及佩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工作時不可進食或吸煙

‧化學品上應貼上合適的危險標籤

‧工作完畢後應立刻清洗及更換衣服

機械的使用

園藝工作中常見的機械包括剪草機、手

提修剪機、鏈鋸、翻土機等，以上機械

的危險部份主要是在鋒利的刀片及旋轉

部份。如使用機械不當，可導致員工永

久性傷殘，甚致死亡。

職業安全健康局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話 : 2739 9377          傳真 : 2739 9779

電子郵件: oshc@oshc.org.hk          職安熱線: 2739 9000

職安資訊傳真服務: 2316 2576          網頁 : www.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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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健康規例》中第七部份、要求工作場所的負責人在進行體力處理操

作前，須作風險評估及評定操作對僱員的安全及健康可能產生的危

險，從而建議一些解決方法。評估時應考慮幾個因素如負荷物、工作

環境、個人能力及其他事宜，如動作、姿勢等。

生物性危害

泥土、枯木、植物表面滋生的真菌、細菌或病毒，如進入人體可能會

令工作者患病。在戶外工作時，亦可能會受到一些外來物如蚊、黃

蜂、跳蚤等昆蟲的滋擾。蚊可散播疾病如瘧疾、腦炎、登革熱等。跳

蚤生長在貓、狗、老鼠及其他哺乳類動物身上，亦會傳播疾病如黑死

症。當黃蜂受到外來物滋擾及威嚇時，便會對外來物進行攻擊。

保護方法

‧穿著合適的個人防護衣服

‧使用殺蟲劑控制危害

‧避免在昏暗的地方工作

‧避免單獨工作

其他生物如蛇、貓、狗、老鼠等皆會對工作者造成危險

保護方法

‧在工作前視察場地

‧穿著合適的個人防護衣服

‧避免單獨工作

‧如情況不能控制時，應通知有關部門處理

總結

園藝工作雖然遠較建築行業的危險性為低，但潛

在的危機亦不少。作為僱主應為員工提供足夠的

安全訓練及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員工亦有責任

認識其工作環境潛在的危害並與僱主衷誠合作，

在顧及員工安全的同時，務求達到工作順利。

戶外工作

園藝工作者很多時都須要在戶外工作，如在酷熱的天氣

下工作，身體便需要加強散熱功能，這時會有血液加速

流動及出汗兩種生理反應。若以上反應不能滿足人體散

熱的需要，則可能發生生理的崩潰，引發熱衰竭、缺

水、熱痙攣或中暑的危險。若皮膚長時間暴露在陽光

下，亦有機會患上皮膚癌。員工在陽光下暴曬，紫外線

更可能會傷及皮膚內組織細胞，令細胞腫脹及皮膚灼

傷。若暴曬時間越長，患皮膚癌的機會便會越高。一般

來說白種人患皮膚癌的機會比其他人為高，而非白種人

皮膚中的黑色素能吸收紫外幅射而具有保護作用。

保護方法

‧改變工序
考慮轉換工作環境如在室內或在陰涼地方下工作，避免直接在陽光
下暴曬

‧提供遮蓋物
如戶外工作不能避免，可在工作地點上加建遮蓋物

‧改變工作時間或轉換工作
轉換員工的工作性質，避免長時間在戶外工作，此外，亦可考慮改
變工作時間，避免在陽光最猛烈的時段下工作。午飯及休息時間須
處身在陰涼的環境中

‧使用個人防護設備
如穿著適合的工作服、佩戴太陽眼鏡、帽及使用防
曬用品等

體力處理操作

員工在工作時很多時都須要涉及體力處理操作如搬運肥

料、花盆等。如體力處理操作過程中姿勢不正確或超出

員工的個人提舉能力，可引致職業健康問題，如脊椎、

脊髓和神經、肌肉和韌帶受到傷害。受傷程度輕則可引

致扭傷肌肉、週期性痛楚，重則可引致永久性傷殘。

最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之附屬規例《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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