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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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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安全？
健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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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職業安全健康

 針對辦公室的健康與安全問題，以至各類潛在危
害和環境衛生，作一系列的說明以至提出改善與
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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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令 – 第37/89/M號

 適用於下列工作場所或地點、 實體或機構:

(a) 勞工從事商業活動/文職活動之場所或地點。

(b) 不受其他關於衛生及安全之法律規定或規章約束之場所、地點、實體

或機構。

(c) 提供事務性服務，遠程信息處理服務或其他同類服務者。

(d) 提供非直接用於工業生產活動之資訊服務者。

(e) 用於表演、公眾娛樂場或消遣之場所或地點，尤其是劇院及戲院。

(f) 屬臨時性質之工作地點或設施。

《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勞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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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令 – 第37/89/M號

規章宗旨: 
在確保工作時有良好之衛生及安全條件，以及在進行商業活

動、辦事處活動及勞務活動之一切地點有良好之工作環境素質。

僱主之義務:

 僱主有義務經常及有效方式向勞工提供有關職業活動之衛生及安全
資訊，尤其是關於使用或處理之干擾性物質固有之危害健康之資
訊，以及關於使用個人或集體保護設備之好處及需要之資訊。

 僱主對工作地點之設施及工作條件負責，並應確保向員工提供意外
及其他危害健康之保護。

《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勞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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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令 – 第37/89/M號

勞工之義務: 

1. 遵守適用法例所規定又或由僱主實體或其代表所具體規定之安全及
衛生規定。

2. 根據製造商及僱主之指示，正確使用為勞工提供之一般或個別有關
衛生及安全之技術性設備。

勞工禁止:

勞工不得改變、移動、搬走、損害或破壞安全設備或任何其他保

護系統，但為此目的獲適當許可者除外。

《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勞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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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工作間的管理

《個人工作空間》包括

辦公桌

椅

文件架

鍵盤架

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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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辦公桌

潛在危害

（1）背痛

（2）眼睛疲倦

（3）肩膊和臂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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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改善措施------辦公桌

 辦公桌的高度與使用者相配合

 桌面的空間要夠大可置放物件

 桌底下要有足夠的空間讓雙腳
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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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座椅:
潛在危害

（1）頸痛

（2）背痛

（3）肩膊和臂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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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改善措施------座椅

座椅可調校高度以配合不同人士的身型

背靠可調校高度及斜度

調校時可坐在座椅上進行

座位可旋轉

座墊前端設計為圓或渦型邊

適當手靠(以可調校者為佳)

座腳必須有五個滑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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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文件架:
潛在危害

（1）眼睛疲倦

（2）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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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改善措施------文件架

架體易於擺放和固定

高度及斜度可自行調校

前後可伸縮(左右可交換者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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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腳踏:
潛在危害

（1）腳部疲倦

（2）腳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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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工作空間》

改善措施------腳踏

※高度及斜度可自行調校

※表面不滑溜

※可承托且穩固整個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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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姿勢:

 工作時，頭部應向下微傾(15゜~ 20゜)

 腰部要保持挺直，靠緊椅背；

 手部應保持手肘屈曲於80-100度之間和

安放在能調校的座椅手靠上；

 操作電腦鍵盤的力度要輕；

 避免長久靜坐姿勢，不妨有稍息時間。

15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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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幕設備:
 使用反眩光濾鏡；

 眼睛與顯示幕之距離應保持為
350-600毫米之間；

 眼睛要稍向下望顯示幕，但不應
超過20度；

 光源應從頂部而來；

 休息時作適當的手部、肩部、頸
部及腰部運動。

350~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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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姿勢:

 辦公室桌椅的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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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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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工作間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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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工作間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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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工作間的管理

《《辦公室整體管理》

 保持辦公室各部分的日常清潔、整齊及秩序，有
助於防止意外及使辦公室更有效率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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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工作間的管理

《辦公室整體管理》
 清潔

- 日常清潔、腐爛食物及植物清除

 物料存放

- 文件、機械及貨物

 環境

- 走廊、照明、通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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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照明

 適當照明取決的因素:

-包括照明強度、對比度、光暗、光線的分怖、以及燈光的穩定
性。

-桌面照明度應介乎300~500 Lux(勒克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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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照明

 桌面應淺色而不反光；

 電腦顯示屏幕應與窗戶和光源成直角；

 若需要有較高的局部照明時，應提供檯燈；

 百葉簾或柔光罩是控制眩光和光線分怖的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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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照明

桌面桌面--應淺色應淺色
而不反光而不反光

屏幕與窗戶光屏幕與窗戶光
源成直角源成直角

百葉簾或柔光罩百葉簾或柔光罩
控制光線分怖控制光線分怖

9090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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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位置工作位置

 應考慮電腦屏幕和窗戶與光源之間的關係，使之

與光源成直角直角，可避免顯示器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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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質素

 塗改液，清潔劑所散發之溶劑氣體；

 影印機產生“臭氧”及其他化學物質；

 晒圖機印刷產生-“氨蒸氣”；

 新傢俬、地氈、建築材料所散發的刺
激性氣體-“甲醛”；

 通風系統疏於保養，導致室內空氣污
濁。

潛在的化學性和生物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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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室內空氣措施(1)

 提供足夠的新鮮空氣，並確保
入氣位置遠離任何污染的來源

 經常清洗出氣口及空氣過濾器

 使用不含揮發性化合性的建築
材料，傢俬和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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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症
什麼是退伍軍人症?

 退伍軍人症是由嗜肺軍團菌所引起的傳染病。嗜肺軍團菌在自然界十分普遍，活躍於
25°至45°C的環境，特別是35°C左右。

起源: 
 退伍軍人症源自1976年，一班美國退伍軍人在費城參加年度大會後，部份人發生肺炎

及呼吸道感染現象，導致30多人死亡。初期大家不明原因，故稱「退伍軍人症」。
1977年，科學家首度發現致病的細菌，並命名為退伍軍人菌。

 症狀:

嚴重症狀患者會發高燒、發冷、乾咳或有痰。部份患者會有肌肉痛、厭食、倦怠、頭
痛、腹痛及腹瀉等症狀。有可能引致肺炎。

 輕微症狀的患者會有發燒和肌肉痛，不會有肺炎，通常在2至5日內不藥而癒。
 嚴重症狀患者潛伏期約2至10日。
 輕微症狀患者則更短，只有幾小時至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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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室內空氣措施(2)
 經常清洗地毯及傢俬布料

 中央空調系統附有局部個別調
校器令工作環境更易被接受

 推行政策以限制在辦公室內吸
煙

 維持室內溫度

23~26℃(夏天)

20~24℃(冬天)

相對濕度約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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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安全(1)

 發現地面濕滑時應及時清理；

 玻璃門適當位置上張貼標誌；

 小心處理和擺放尖銳的物件如
剪刀，及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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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安全(2)

 使用後的文件櫃應立即關
上，以免絆倒或撞傷行人；

 應固定及整齊排放電線，並
遠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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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設備

 影印機 :

- 碳粉可引起皮膚剌激的物質，使用
時應小心處理；

- 使用時要蓋好遮光板，避免強光刺
激眼部；

- 應放在通風良好的地方，使產生的
臭氣能迅速消散。

潛在的危害及處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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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設備

 碎紙機 :
-頭髮，衣物等容易被扯進碎紙機內，造
成危險
-維修保養時應關掉電源，以免意外發生

 切紙機 :
-切紙時留意手部的擺放，以免傷及手指

潛在的危害及處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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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及走火通道

 僱主及管理階層有責任確保每

一位員工明白防火應注意的安

全事項以及公司所制定的火警

緊急疏散計劃，並進行定期防

火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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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及走火通道

 應盡量避免在辦公室內抽煙；

 切勿阻塞和鎖上出口門戶和通道；

 切勿阻塞救火設備，應學習如何使
用緊急救火設備如滅火筒、滅火喉
等；

 應熟悉走火的途徑及安全集合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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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筒種類::

 一般使用

二氧化碳

乾粉劑

 電力造成的火警不能用

水劑

泡沫劑

 由液體燃料造成的火警不能用

水劑

注意滅火筒
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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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筒使用方法(1)

1.1. 拉拉匙(拉保險插匙) – 保留插匙

2.2. 執執起噴咀

3.3. 壓壓 (壓下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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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筒使用方法(2)

 背向逃生出口

 使用滅火筒時應站在上風位

 使用水劑滅火筒時

射向火源底部

 使用泡沫滅火筒時

從火源上部覆蓋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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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安全

 觸電或接觸放出的電流、火警

潛在的危害::

處理措施:

 避免在潮濕環境下操作電器

 切勿自行修理電器或電器裝置

 搬動任何電器設備前，應先關閉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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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安全

防止電器引致火警:
 接駁電線或電器維修必須由合資格電

工進行

 在電器上裝上接地線，俗稱水線

 使用雙重絕緣設計的電器

 使用漏電斷路器

 避免電掣負荷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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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力處理操作

 體力處理操作是指用手、臂或其他

形式的身體動作，移動或支撐負荷

物，包括提舉、放下、推動、拉動

和搬運等動作。

 潛在危害: 扭傷、拉傷和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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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力處理操作

安全體力處理操作法則:
 盡量站近要搬運的物件

 屈膝蹲下，前後腳，保持腰部挺直

 將物件貼近身體，用腿力站起來，挺腰確保背部平直

 動作要流暢，切勿急速

 使用雙腳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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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力

壓力是一種因環境的要求超出個

人能力及資源所能應付而產生的

感覺。

在現實生活中，壓力是無可避免

的。

當壓力發生在工作場合時，就稱

為工作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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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力的來源

工作及薪金制度

人際關係

責任與技能

工作環境

非工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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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壓力負面壓力

如果壓力過大時，會令我們覺得情緒不受自己控如果壓力過大時，會令我們覺得情緒不受自己控
制，亦即是「負面壓力」。制，亦即是「負面壓力」。

壓力是會累積的。如果感到有壓力的初期出現，壓力是會累積的。如果感到有壓力的初期出現，
如不及早處理，會導致長期身心不愉快，繼而產生如不及早處理，會導致長期身心不愉快，繼而產生
很多影響健康的問題。很多影響健康的問題。

心跳加快心跳加快 血壓↑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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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良 性性 壓壓 力力

一
短期壓力短期壓力(1(1個月以下個月以下) ) 有助活化免有助活化免

疫系統。能令人腦細胞活動增加。這疫系統。能令人腦細胞活動增加。這
屬於良性壓力，亦都是一種驅動力。屬於良性壓力，亦都是一種驅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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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的徵狀壓力的徵狀 –– 生理方面生理方面

肌肉酸痛肌肉酸痛

經常疲勞經常疲勞

頭頭 痛痛

消化不良消化不良

心跳加快心跳加快
血壓↑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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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脾

氣氣

暴暴

燥燥

消消

極極

思思

維維

精精 神神 難難 以以 集集 中中

焦慮焦慮//憂鬱憂鬱//沮喪沮喪

壓力的徵狀壓力的徵狀 –– 心理方面心理方面



5427/04/2012

壓力的徵狀壓力的徵狀 –– 行為方面行為方面

不安寧不安寧

不愛交際不愛交際

粗暴行為粗暴行為

自殺傾向自殺傾向

失失 眠眠

沒有食慾沒有食慾//暴飲暴食暴飲暴食

吸毒吸毒//酗酒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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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壓力的公司徵狀

工傷意外率增加

員工病假/缺勤率上升

員工士氣低落

產品或服務質素下降

公司生產力下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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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力

改善工作壓力的方法(1)

 管理階層與員工應共同合
作，安排適當的工作量

 改善工作環境

 促進同事間的人事關係

 增加鼓勵和獎勵計劃



5827/04/2012

工作壓力

改善工作壓力的方法(2)

 計劃時間

 坦誠傾吐

 學習自我鬆弛法

 若壓力超出你的承擔能
力，請勿猶豫，應約見專
業人士，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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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 伸展運動

十指交叉，掌心朝上，

雙臂側舉過頭，伸直，

背部保持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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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 側身運動

左肩傾斜，左手觸地。恢

復原位，右肩傾斜，右手

觸地。依次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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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肩部鬆弛運動

舉起雙肩，向後轉動，放

下，放鬆。向相反方向重

複上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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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 腳趾運動

雙腳叉開，與肩同寛，腳

跟著地，向裡向外伸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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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 提腿運動

抬起右腳，腿部伸直。交替

屈(腳趾朝上)伸(腳趾朝下)腳

部。用左腳重複上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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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鬆弛運動: 踡縮運動

抱緊右腿，提起，彎腰直至鼻

尖觸及膝蓋。抱緊左腿，重複

上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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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