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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言 
 

 

纺织品整理工业使用多种化学物质进行前处理、染色及后整理工

序。这些化学品不少都会引致不同程度的健康及物理化学性危

害。在工作时接触这些化学品而受伤或健康受损的风险，视乎工

作地点是否设有足够的安全措施而定。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第509章)，工作地点的雇主必须
确保雇员在使用、处理、贮存、运载及弃置化学品时的安全与健

康。这方面可透过一套化学安全计划来进行。计划的主要内容会

包括化学品及化学工序的风险评估、预防及保护措施、危害信息

的传达及员工的培训。 

 

本指引旨在为纺织品整理工业的雇主、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安

全人员督导人员及雇负提供详细资料，以便在纺织品整理上制定

有效的化学安全计划。由于每处工作地点不同，雇主应适当考虑

所进行的工序、所使用的化学品、工作环境、现有的安全措施，

以及雇员所受的训练和所具备的经验，以制定最适合其工作地点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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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纺织品整理的典型工序 
 

 

2.1 引言 

 

2.1.1 纺织品整理目的是使新造布料经处理后达到拟作的最终用途。其

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工序： 

 (a) 前处理； 

 (b) 着色(染色或印花）；以及 

 (c) 后整理(或整理)。 

 

2.1.2 着色 (特别是染色) 工序并非必须在布料制成后才进行。需要染

色的底布可以是成衣、布料、纺纱(各种形式的纺纱：如线卷、

扁柱形筒子纱，圆椎形筒子丝或浆纱)甚或纤维。纺织品染色需

使用各种染料、有关技术及设备。所用的机器及工序，视乎底布

的形式和性质及工序是连续或间竭进行而定。就化学品的危害而

言，在纺织品整理过程中，湿处理引致的危害最大。湿处理方法

视乎制成品、及其应用方法、个别工场的作业模式及纤维的种类

而定，差别相当大。在前处理上，天然纤维通常比人造纤维需要

更多的整理工序。大部分羊毛及丙稀酸制成品的纱线均在线卷阶

段染色，人造纱及棉纱为原包染色(例如圆椎形筒子丝或扁柱形

筒子纱)，制造粗斜布用的棉经纱则以浆染(经轴染色)法染色。 

 

 

2.2 前处理 

 

2.2.1 「前处理」指在进行染色工序前，完全移除胚布的油、污垢、泥

垢及其他添加剂。这些工序包括温和清洗(适用于聚酯或尼龙纱

线等人造纤维)、用表面活性剂清洗(适用于毛质底布)，以至在

高温下用氧氢化钠作剧烈的化学处理(适用于棉、黄麻或其他天

然纤维)。白色的纺织品底布或将会染成很浅颜色的纺织品底布

或须先行漂白，而白色的底布很多时会加上萤光增白剂(可视为

吸收紫外线辐射及再发出蓝光的「无色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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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染色 

 

2.3.1 「染色」指使用染料（即直接使底布着色的颜料）及其他所需的

化学辅助剂（例如表面活性剂）以改善湿润性、分散性、匀染性

或其他所需染色特性，使纺织品底布均匀着色。 

 

2.3.2 不同种类的染料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举例来说，直接染料属水溶

性，可以直接使用。不过，非水溶性的瓮染料(还原染料)及硫化

染料则须分别以连二亚硫酸钠（亦名二亚硫磺酸钠 或俗称保险

粉）及硫化钠，在高硷度状态下加工(或还原)成本身的「隐色体」

(水溶性及可直接染色)形态。铬媒染料通常用于为羊毛染色，在

使用时必须以重铬酸盐作渗铬处理。活性染料在硷性状态下，更

易和纤维产生化学作用。在含水系统中就聚酯纤维使用分散染料

时，运作的温度必须是 130℃，因此，有需要使用压力装置。 

 

 

2.4 印花 

 

2.4.1 「印花」指把纺织品底布非均匀地着色。技术上而言，这工序主

要是把底布局部加上颜料。为使印花图案鲜明，在纺织品上印花

须使用印花浆料，例如随水溶性染料使用的藻酸及淀粉浆。 

 

2.4.2 使用非直接染色和不溶解的着色剂(或颜料)在纺织品上印花是

十分普遍的做法。这些颜料以黏合剂黏附于底布表面。为不致影

响布料的手感，须使用油水相乳化液(几乎不含固体物质)作增稠

剂。油相通常是一种石油馏出物，例如高度易燃的白电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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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后整理(或整理) 

 

2.5.1 「后整理」指使纺织品底布达至适当特性(着色除外)的处理过

程，包括免烫整理、防缩整理、拒水整理及阻燃整理等。这过程

很多时只称为「整理」，可能因而引起混淆，以为是另一个有更

广泛含义的义思。 

 

2.5.2 使用树脂为布料作免烫整理是最常见的后整理工序之一。这类树

脂通常以甲基化环状尿素为基本，并经缩合，产生聚合作用。在

烘焙及贮存过程中，树脂会释出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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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学危害 
 

 

3.1 纺织品整理所用化学品的危害 

 

3.1.1 纺织品整理所用的许多化学品均会引致健康危害及物理化学危

害。有些工序由于是在高温下进行，可能会引致火警或爆炸。 

 

 

3.2 染料的危害 

 

3.2.1 许多纺织品染料的化学结构复杂，而很多是商业产品。这些染料

影响健康(例如毒性及致癌性)及安全的程度差异很大。即使是一

些就现时所知不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染料，亦应小心处理，

因为这些染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仍未被察觉的危害。审慎的做

法，是尽量减少接触任何种类的染料。此外，阅读每种化学品的

物料安全资料单，也很重要。 

 

3.2.2 以下染料已知对健康有害： 

(a) 某些活性染料，已知为呼吸致敏源，吸入后可引致职业性

哮喘病。如对这些染料敏感，再次接触时，即使暴露量很

少，也会出现敏感症状，例如流鼻涕或鼻塞、流泪或眼睛

刺痛、喘气、胸翳、呼吸困难等。 

(b) 某些活性染料、瓮染料及分散染料，已知可使人皮肤过敏； 

(c) 某类偶氮染料已知可以致癌。 

 

 

3.3 非染料的危害 

 

3.3.1 除染色用的化学品外，纺织品整理亦须使用许多危害性化学品。

本指引无法逐一阐释这些化学品的情况，但这些化学品可广泛分

类为氧化剂、还原剂及腐蚀性、刺激性和易燃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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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纺织品整理所用的氧化剂主要是漂白剂，例如过氧化氢、次氯酸

钠及二氯氰尿酸钠。这些化学品如不受控制地分解，可引起强烈

化学作用。举例说，如不能严格控制过氧化物漂白过程中的化学

作用，过氧化氢分解时可急速释出氧气，化学作用的速度及所产

生的氧气量，可能超出排气设施的处理能力，容器可能因而破

裂。氧化剂与不相容的物质（如还原剂）混合时，会产生大量热

力和有毒气体，或甚而爆炸。此外必须避免发生以下化学品之间

的有害化学反应： 

(a) 次氯酸钠与酸；  

(b) 过氧化钠与连二亚硫酸钠。 

 

3.3.3 还原剂如连二亚硫酸钠用于还原漂白浴、脱色(从底布清除染料)

工序，以及在加入瓮染料(还原染料)(以还原形式用于底布上)时

使用。其他还原剂有二氧化硫脲、甲醛次硫酸氢钠(俗称雕白粉

或雕白块)、亚硫酸氢钠及焦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被酸污染后，

会产生有害的二氧化硫烟雾。连二亚硫酸钠被水污染后，会产生

大量热力，甚至立即点燃。 

 

3.3.4 纺织品整理工序一般会使用强力的酸或硷，例如硫酸及苛性钠。

这些化学品腐蚀性很强，可引致严重灼伤，并和其他化学品产生

有危害的化学作用。 

 

3.3.5 染色及后整理工序所用的很多化学品，会刺激眼睛、皮肤及呼吸

管道。这些化学品包括有甲醛性树脂、氨、稀乙酸、氨水、一些

抗缩化学品、一些光学增白剂、纯硷、各种漂白剂及制作丝网用

的丙稀酸酯。 

 

3.3.6 在印花工场内制造及修理印花平网或圆网时使用的挥发性胶黏

剂及清漆，可引起溶剂蒸气危害。如使用环氧树脂黏剂把圆网固

定在末端的圆环，在胶黏剂完全固化前，会有伤及皮肤的风险。 

 

3.3.7 丝网的油墨可能含有例如开链烃和芳香烃(如白电油、三甲苯)、

酮(如环己酮)、醇(如双丙酮醇)及一些乙二醇醚及其酯类(如1-

甲氧基-2-丙醇及2-丁氧乙基醋酸酯)的溶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乙二醇醚及其乙酸盐衍生物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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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吸入溶剂对身体的危害，视乎化学品的种类、浓度及暴露的频密

程度和时间而定。短期的健康影响包括不能集中精神、轻微头

痛、恶心、严重头痛、呕吐，甚至昏迷。长期来说，吸入这些化

学品可能会损害肾脏及肝脏。 

 

 

3.4 其他危害 

 

3.4.1 使用压力设备作高温操作的情况，可见于： 

(a) 以煮布锅精炼 ─ 虽然以煮布锅精炼的工序已渐渐被连续

操作的制作锅取代，但精炼及漂白布料时，仍有人使用压

力及开口／常压煮布锅。主要的危害包括工人在煮布锅内

可被热液或蒸汽烫伤，或有堕入锅里的危险。 

(b) 以高温染色机染色 ─ 须在130 oC高温中染色的底布通常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或PET混料。高温染色机包括染

纱线 (大多属扁柱形筒子纱或圆椎形筒子丝)用的卷装染色

机、染针织品用的喷射染机及染梳织料用的高压卷染机。 

 

3.4.2 压力仪器爆炸会造成严重意外。这些仪器受《锅炉及压力容器条
例》及其附属法例规管。以下是一些风险例子： 
(a) 压力容器或容器部分（如遮闭开口的盖子）因机件故障或合

上盖子时出错而在压力下损坏。 

(b) 使用过氧化氢漂白时，因过氧化合物分解，急速释出的氧气

量超出排气设施的处理能力，容器因而破裂。 

(c) 在下列情况下，操作员可能会被蒸汽、沸腾的液体或热水包

围： 

(i) 染色液的温度达100 oC或以上，但由于盖子或取样格

没有关好，染色液煮沸后成为蒸汽，从容器中喷出； 

(ii) 热液从没有关好的门溅出，例如从未完全排出液体的

横放式容器溅出，或从注液至盖缘以上高度的直立式

容器溅出； 

(iii) 因同一组机器共用一条排气管或排水管，其中一台机

器受贴近的机器影响而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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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使用易燃物质会引致火警及爆炸，火势会因为氧化剂供应更多氧

气而加剧。易燃物质(如石油溶剂)常用于制备乳化液增稠剂，作

颜料印花之用。这种物质很容易在工作地点引起火警，尤以印花

物品在高温烤干时为然。广泛采用的还原剂连二亚硫酸钠于湿润

状态下会立即燃烧。一些水溶性有机酸(如醋酸)可于高浓度状态

下点燃。树脂涂层或胶黏剂的溶剂(如白电油)，须在焗干过程中

易于挥发，所以通常都是易燃物质。进行颜料印花工序时，一般

使用的增稠剂是油水相乳化液，其中 65%是易燃溶剂(如白电

油)，在焗炉加热挥发时，这类物质很容易会引致火警及爆炸。 

 

3.4.4 纺织品整理工序(如植绒)产生的微尘或散落的纤维，会在空气中

飘散，或积聚在机器、通气槽或照明装置上。这些物质很容易因

接触电器产生的火源（例如超负荷的电路、破损的绝缘体或电器

发出的静电）而点燃。此外，经处理的尼龙纤维带来的微尘，也

可能引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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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学安全计划 
 

 

4.1 概述 

 

4.1.1 为确保负责纺织品整理的雇员在工作中的安全与健康，雇主必须

订立妥为策划的化学安全计划。该计划应指出有关的物料及工序

的危害，并应让所有受影响的雇员得悉该计划内容。雇主应评估

危害引致的风险，另外制订控制措施，并监控该等措施的成效。

化学安全计划亦应包括紧急应变计划及雇员的培训。 

 

4.1.2 所订立的化学安全计划应与工作地点的一般安全管理系统结

合。此外，雇主亦应拨出足够的资源，以制定、推行及维持该计

划。 

 

 

4.2 主要元素 

 

4.2.1 化学安全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元素： 

(a) 风险评估 ─ 识辨危害及评估工序的风险； 

(b) 风险控制 ─ 采取和维持适当的预防及保护措施，以控制经

识辨的危害的有关风险； 

(c) 紧急应变准备 ─ 订立应变的计划与步骤； 

(d) 危害信息传达 ─ 定出向雇员传达职安健信息的适当方

法，包括向雇员提供资料、指示及培训，使其可以安全工

作；以及 

(e) 监控和检讨 ─ 监控安全措施的成效，并作定期的检讨与修

订，以配合有关工序及／或物料的新需求或重要改变。 

 

4.2.2 因应工作地点的个别情况，雇主可能会发觉，如在化学安全计划

内加入其他元素（例如视察、意外调查及健康保障），或把该计

划与机构的整体安全管理计划结合，会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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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评估 
 

 

5.1 概述 

 

5.1.1 风险评估是根据暴露的频密程度、可能性及后果，以估计哪些化

学品或工序会引致工作时受到危害。参照评估的结果，便可制定

合适的安全措施，减低风险。 

 

5.1.2 风险评估工作应由对有关工作活动具备适当经验和受过训练的

合资格人员进行。他们应对反应物及生成物／副生成物的性质及

危害特性、工序不同阶段的物理及化学变化特性，以及所需的安

全作业模式，均有所认识。如有需要，可徵询专家的意见。 

 

5.1.3 风险评估应包括： 

(a) 识辨危害 

这过程旨在识辨各种所使用或可能会出现的有危害化学

品，以及工作地点各项有危害的化学工序。应审查每项化

学工序的运作过程，以找出过程中有潜在危害的重要步骤。 

(b) 确定风险 

这过程是假设已采取计划中或现有的控制措施，并因应该

等措施的成效及失效时可导致的后果，对每种危害的风险

作客观的评估。此外，亦有需要决定风险是否不超出容许

极限。操作过程每有改变，例如工序的规模、反应物或操

作温度有变，或采取更安全或更有效的控制措施是合理可

行时，便应再次评估有关的风险。 

 

5.1.4 作出风险评估后，应采取以下行动，以消除或控制所识辨的风险： 

(a) 制定安全程序及风险控制措施; 

(b) 推行和维持安全程序与风险控制措施;以及 

(c) 检讨安全程序及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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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纺织品整理的风险评估 

 

5.2.1 纺织品整理的风险评估，要求对有关的化学工序所涉及的化学品

和反应物的特性有所认识，因此，应适当考虑以下各段所列要项。 

 

5.2.2 化学品的物理形态 

 纺织品整理所用化学品的物理形态，对化学品的危害有明显的影

响。如化学品的形态是气体、蒸气、烟雾、气雾、空气悬浮粒子，

进入人体的风险便会增加，引致火警及爆炸的风险亦会提高。应

留意气雾、微粒及粉末形态的易燃物质可与氧化剂（包括空气）

混和，成为易爆炸／易燃的混合物。 

 

5.2.3 化学变化 

 如涉及化学变化，则应研究化学反应及生成物。应识辨纺织品整

理过程中与化学反应以及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危害特性有关的危

害，并特别留意可能出现的副反应及副生成物。 

 

5.2.4 温度及压力变化 

 许多物理及化学变化都可能释出热力，使进行整理工序时温度上

升，可能因而引致： 

 (a) 形成有危害的气体、蒸气或烟雾； 

 (b) 容器内压力增加，导致爆炸； 

 (c) 快速冒泡，以致有危害的热液体溅出；或 

 (d) 反应速度上升，产生更多热力。 

 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驱散所产生的热力，可导致部分反应混合物

局部受热及过热，以致加剧上述效应。还要注意，有些因温度上

升而引起的放热反应可能会自动加速，引致反应速度不受控制。 

 

5.2.5 工序规模 

 工序规模决定有危害化学品的用量。工序规模的改变会影响操作

过程的加热效应，以及作业系统的散热程度和压力变化。 

 

5.2.6 暴露于化学品的程度 

 暴露于有危害化学品的程度，受下列因素影响： 

 (a) 暴露的频密程度、时间及方式； 

 (b) 有危害化学品的产生速度及在空气中的浓度；以及 

 (c) 暴露风险的控制及保护措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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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包括由化学品容器以至工作地点的一般情况，是纺织品

整理风险评估的重要一环。因此，应考虑以下各项： 

(a) 其内有化学或物理变化产生的容器，其大小及形状，特别

是容器顶部的空间及释放压力的通道，均应注意。如容器

不能抵受或释放增加的压力，便会发生爆炸； 

(b) 邻近是否有火源，例如遇上爆炸／易燃反应混合物； 

(c) 所进行的工序或所贮存或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对空气、水

份、温度或光线敏感；以及 

(d) 四周的通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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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措施 
 

 

6.1 订立安全措施的整体策略 

 

6.1.1 主要考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直接在源头控制危害，例如消除

或替换有危害的化学品。在染色工序中，应以并无危害或危害较

小的化学品代替有可能致癌的一些偶氮染料。此外，这些致癌物

质可能在《工厂及工业经营(可致癌物质)规例》已有所监管。如
不可能消除或替换有危害化学品，则把有关化学品或工序加以隔

离，亦为有效的安全措施。至于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只应视作减

少工人暴露于危害的工程控制措施外的辅助措施。 

 

6.1.2 在许多情况下，更改工序或改装设备可以消除或减少有危害化学

品及／或工序引起的风险。这方面的更改，可包括改良工序控制

系统或改变化学品的施用方法，详见第 6.3段。 

 

6.1.3 安全措施可藉工程及/或行政方式落实推行。工程控制措施（如

通风、改装设备及工序等），有助在源头消除或减低风险，而行

政措施(如推行安全工作模式或程序，以及作出休息时段或轮更

安排等）亦可减少工人暴露于风险的机会。 

 

6.1.4 宜于设计工序或设备的阶段即一并作安全考虑，除可免却额外开

支外，很多时亦可减少日后作出安全调整而遇到的实际困难。 

 

6.1.5 各项安全措施均应在整理工序的标准工作程序中列明，并让所有

有关员工得悉；此外，亦应不断监察安全措施的成效。如标准工

作程序有变，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估，检讨和适当地修改安全措

施。为求持续改进，应经常检讨安全措施，以配合安全技术的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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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通风 

 

6.2.1 通风是避免爆炸性/易燃性反应混合物的蒸气积聚，以及避免在

工作地点吸入有毒气体或蒸气的有效工程技术方法。不过，在排

放废气方面，必须留意相关的环保规定，以防污染外间环境。 

 

一般稀释通风 

 

6.2.2 稀释通风是透过补充新鲜空气，稀释和替代污染的空气。新鲜空

气可经机械设施换入，亦可在工作地点开启门窗或其他开口，由

天然气流把新鲜空气引入工作地点，而受污染的空气则经由排气

口向外排放，或以抽气扇排走。 

 

6.2.3 这方法只适用于以流通的空气替换不流动的空气，如要消除在化

学工序中释出的空气污染物，应与其他局部通风方法一同使用。 

 

局部抽气 

 

6.2.4 在蒸气及粒子散发源的最近位置，透过喉管发出强力气流，吸集

和除去蒸气及粒子，以免污染物在工作范围内扩散。这方法一般

用于难以密封的设备。在打开和重新合上染料容器掩盖时，或舀

起染料，以及把舀起的染料放上／移离秤盘时，会扬起微尘。安

装局部抽气设施，可大大减低可吸入粒子的浓度，但必须确保抽

气气流不会经过工人的呼吸范围。 

 

 

6.3 更改工序或改装设备 

 

6.3.1 低浴比染色可节省能源和减少化学品用量，因为所用的能源和化

学品可视乎浴量的大小而定。常见的低浴比染色方法，是喷射染

色及卷装染色。 

 

6.3.2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应以人手把已量重的染料用水混和至浆状

或糊状，始行运送，因为把干染料倒入混和容器时，会卷起尘埃。

把染料以水溶袋子装载亦可大大减低雇员暴露于染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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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在化学剂量系统中采用自动化，可尽量在预校时间内输送准确剂

量的化学品。这种系统可减少在纺织品整理工序中使用过量有危

害化学品及避免雇员暴露于有危害化学品中。 

 

6.3.4 改变盛载染料桶子大小是另一个改装设备的典型例子。大部分粉

末染料均以 75至 90厘米高的桶子装载。雇员以人手从桶子取

出染料时，必须俯身向前，甚至把头部伸入桶内，才能舀出接近

桶子底部的染料。这种姿势令雇员完全暴露于空气的染料尘之

中，即使是在有通风设施的工作地点，亦不例外。如使用较矮的

桶子，而工人的面部和桶子的顶部又有一段距离，可透过通风吸

集微尘，以免染料尘进入雇员的呼吸范围，则可改善情况。规定

桶子高度大约为 63厘米，可大大减低雇员吸入染料尘的机会。 

 

 

6.4 个人防护装备 

 

6.4.1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基本目的，是保护雇员以免有危害化学品经

呼吸或皮肤接触途径进入人体的风险。必须强调，个人防护装备

只应视作辅助预防措施之用，而不是其替代品。选择合适的个人

防护装备时，应考虑化学品的危害、物理性质及进入人体的途径。 

 

6.4.2 应适当使用和保养个人防护装备。穿上前及使用后，应检查这些

装备是否有破损迹象。个人防护装备应定期清理，妥为贮存，以

保持状态良好。受污染的个人防护装备应作适当处理或弃置，视

乎情况而定，而且应常备置替换用的防护装备。 

 

6.4.3 错误选择个人防护装备、不当使用或保养这些装备所引致的损

害，可能较不提供这些装备造成的损害更大。使用者可能有错误

的安全感，使受伤或健康受损的风险提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工作地点的化学安全：使用及处理化学品的个人防护装备指
引》有更详尽的说明，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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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衣物 

 

6.4.4 穿上防护衣物，可避免被溅起的化学品触及皮肤，或暴露于蒸

气、粒子及其他实质危险中。凡进行纺织品整理，应在分发和处

理有危害化学品或其他多尘物料（如染料）时，经常穿上合适的

防护衣物。负责贮存工作的工人、维修人员及处理紧急情况的员

工，均应获发适当的防护衣物。 

 

手部和足部的防护 

 

6.4.5 不渗漏的手套为工人提供手部保护，可防止触及有危害的化学

品。这类手套应以适当物料制造，以免被工作中所使用的有危害

化学品侵蚀或损毁。工人如有必要在湿的地面上工作，应穿上防

护鞋履，以有防滑功能者为佳。 

 

面部及眼部的防护 

 

6.4.6 如有化学品溅溢致使眼部受伤的可合理预见风险，应配戴合适的

护眼用具或面罩。有需要时，安全眼镜可装上验光磨制的镜片，

而完全遮盖眼部的安全眼罩，则可提供最佳的眼部保护。如除眼

部外，还需保护面部、口部和鼻部，应使用面罩。 

 

呼吸防护设备 

 

6.4.7 呼吸防护设备可提供暴露于尘埃、气体、烟雾及蒸气的环境中的

保护，但暴露于有害物的时间不可过长。 

 

6.4.8 当工程控制不能切实可行时，例如进行例行维修或清洁，或发生

火警和其他紧急事故时，大量的溅溢液体或不相容的化学品可能

不当地混和，产生有危害烟雾，应适宜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6.4.9 在选择呼吸防护设备时，应考虑危害物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危害

物的浓度及暴露于危害物的时间。这些装备亦须贴合使用者面

部，而且不阻碍呼吸。用于火警和其他大型紧急事故的呼吸防护

设备，应包括齐全的供气式呼吸仪器，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可能

会有缺氧或吸入有毒气体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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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监测及健康监察 

 

6.5.1 监测可确保控制措施的效能。就纺织品整理而言，环境监测一般

包括测量工作地点重要位置或员工呼吸范围的空气污染物水

平。监测可以持续形式或定期抽样方式进行，并使用附设警报装

置的感应器、直接读数仪表、静态取样器及个人取样器进行分析。 

 

6.5.2 管方应根据工作活动及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和推行合适的监测

计划，以确保空气污染物的水平不会超过可接受的标准，例如化

学品爆炸下限(LEL)或职业卫生标准(OEL)。监测计划应包括： 

(a) 监测参数； 

(b) 监测次数； 

(c) 监测的地点及方法； 

(d) 按可接受标准设定的警报水平；以及 

(e) 跟进行动。 

 

6.5.3 如监测结果显示空气污染物超出可接受标准，便应中止有关工

序，并调查超标原因，立即采取补救行动，包括检讨相应的标准

工作程序和控制措施，并作出适当的修改。不论任何情况，工人

均不应暴露于超出可接受标准的空气污染物中。有关职业卫生标

准的详尽资料，读者应参考《控制工作地点空气杂质(化学品)
的工作守则》。 

 

6.5.4 所有在工作地点发生而涉及化学品及相关工序的意外或危险事

故，均应作出调查，并作为个案研究，俾能从错误中学习。调查

工作应由生产线经理或对操作有足够认识的专业人士领导进

行，并应找出： 

(a) 意外或危险事故的成因； 

(b) 低于标准表现的理由；以及 

(c) 化学安全计划潜在不足之处。 

调查人员应建议适当的措施，以防事件重演，管方则应确保落实

推行有关的建议。调查可提供有用的资料，供检讨及改善化学安

全计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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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对易于经常在工作中暴露于有危害化学品的纺织品整理人员来

说，健康监察可作为生理监测以协助他们及早察觉对健康的不良

影响，以避免健康进一步受损。健康监察除包括在分配工作前进

行及定期进行的身体检查外，亦包括于长时期因健康理由休假

后，在重回工作岗位之前所作的身体检查，以及在停止从事暴露

于有危害化学品的工作后，所作的即时及后期身体检查，视乎情

况而定。 

 

6.5.6 如接报有危害化学品超过可接受的暴露标准的个案，应立即由足

够知识及经验的人士作出调查，以及在适当时暂停有关的工序。

如调查确定是超出暴露标准，应采取补救行动，以改善有关的操

作程序及风险控制措施。 

 

 

6.6 一些实际的安全措施 

 

6.6.1 上文已讨论过如何透过有系统的管理方式制定确保纺织品整理

化学安全的措施。下文会就常见的纺织品整理工序，例如处理及

贮存化学品﹝染料及非染料﹞、纺织品印花、使用压力设备及高

温机械，建议一些可行的预防措施。应注意这些预防措施只是示

例，因为应付危害的预防措施会因不同工作地点而异。所以应经

常透过有系统的管理方式制定合适的安全措施。 

 

处理染料 

 

6.6.2 染料可能有损健康，应考虑采取以下安全措施： 

(a) 染料的粉末可能形成气载尘埃，应在局部抽气的情况下存

取染料。 

(b) 选用低尘染料（如粒染状料、抑尘染料或液态染料），可减

低暴露风险。 

(c) 不应在干染料湿透及搅拌扇叶盖好之前开动高速混料机。

容器应该有盖，以防在高速混料时形成雾气或液滴。 

(d) 墙身表面应该平滑而不透水，可以清洗；地板则应平坦，

但须防滑，并最好设计成向排水渠或排水沟倾斜，以便排

走清洁用水。地板应妥为铺设，以配合所贮存类型的物料，

并能承受各类型容器的猛烈碰撞。此外，染料仓应有足够

的照明设备，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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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为染料和其他化学品分设不同的贮存区，因为贮存化学

品的地方须经常清洗地板，以清理溅溢的化学品，而潮湿

的环境并不利于贮存染料。 

(f) 所有染料容器均应保持状况良好，并放在平板架或板台

上，以便清洗地板。有盖的容器应经常盖上。舀取粉末状

染料用的杓子，应尽可能不会撒出粉未，即杓子应有弧型

的底部和部分罩盖。 

(g) 严禁在染料仓内饮食及抽烟。雇员应在饮食或抽烟前彻底

洗手。 

(h) 应为处理染料的工人提供防护衣物，（包括不透水连身工作

服、手套、头罩及鞋履），有关的工人亦应穿上防护衣物工

作。 

(i) 如属以下情况，应提供呼吸防护设备： 

(i) 染料制造商建议使用该等设备； 

(ii) 工人会暴露于大量尘埃之中，例如在清洁染料仓时

或溅溢染料后；以及 

(iii) 处理幼细粉末状(而非一般的粒状)染料时。 

 

处理及贮存化学品 

 

6.6.3 很多时，如能安全处理和贮存化学品，便可尽量减少工人暴露于

化学品的情况，从而减低安全及健康的风险。安全处理及贮存化

学品的程序包括： 

(a) 把不相容的化学品（如酸与硷、氧化剂与还原剂、易燃物

料与可燃物料等）分开存放，并加上清晰标记。还原剂应

存放于没有阳光直接照射的地点，并且要远离其他热源，

最好存放于以防火物料建造，而且保持清凉和通风良好的

仓库内。 

(b) 小量的易燃液体应存放在耐火的贮存柜或贮存桶内，容器

外面应加上清晰的标记；较大量的易燃液体则应存放在按

《危险品条例》(第295章)的规定建造的耐火室内。 
(c) 应提供和使用防溅溢的容器，尽量避免发生溅溢事故。 

(d) 如有溅溢或泄漏的情况，应迅速按化学品供应商建议的方

法处理。 

(e) 应使用有轮子的手推车运送物料，大染料桶应装上脚轮。 

(f) 贮存化学品时，应特别小心，避免把相似的化学品名称（如

氯酸钠及亚氯酸钠）混淆。 

(g) 应使用不同的杓子或容器，以免不相容的化学品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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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应制订安全处理程序，在存放有危害化学品的地点，应张

贴清楚可见的警告，说明安全处理该等化学品的方法。 

(i) 应提供适当呼吸防护设备，包括防毒面罩或呼吸器具，这

些设备应放在易于取用的地方，以便员工处理因意外释出

有毒烟雾或毒气的情况。 

(j) 应在有实质接触腐蚀性物质风险的地点提供安全洒水设

备。 

(k) 如使用过氧化物漂白液，必须经常先作稀释，方可把过氧

化物漂白液注入容器内。此外，压力容器应有温度联锁装

置，确保高于 45℃的过氧化物漂白液不能注入容器内。 

(l) 控制过氧化氢浓度的一个安全方法，是在染色机的入料缸

前面安装量瓶。量瓶的大小应配合容器可接受的过氧化氢

最高安全量，并应加装溢流管。在开启入料缸和容器的连

接管道前，必须截断接驳入料缸的输送管，以防继续输入

过氧化物。 

 

纺织品印花 

 

6.6.4 为减低焗炉内印花布料释出可燃溶剂而引致爆炸的风险，不论焗

炉调控装置如何精密，亦应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缓

爆装置。防爆门或轻质防爆泄压板等排气装置的排气方向，应是

不会有人在场的安全位置。一般而言，把排气装置排列在焗炉顶

部是较佳的做法。 

 

6.6.5 使用紫外光使印花平网上的感光漆固化，可得出所需的印花式

样。在进行这项工序时，应适当地遮挡或围封（例如使用深色屏

幕）光源，以免员工不必要地暴露于紫外光中。光源的控制装置

应设在围封物之外。 

 

6.6.6 印花圆网激光蚀刻已成为纺织品整理的常用技术。但这种技术可

造成电力安全问题及损害眼睛的风险。因此，遮挡物及遮盖物应

与电源妥为联锁，以防有人进入工作范围，直至激光工序结束为

止。此外，蚀刻头应加装局部抽气装置，以排走工序散发的烟雾。 

 

6.6.7 紫铜印染辊筒蚀刻(适用于辊筒印花)工序使用强烈的腐蚀性物

质（如硝酸及氯化铁溶液），因此，应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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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压力设备及高温机械 

 

6.6.8 有操作人员从高压染色机抽取样本时可发生意外。为避免意外发

生，抽样装置应有联锁设计，以确保抽样瓶或抽样装置在消压后

才可打开取样。抽样设备的设计，应能防止操作人员在抽样时因

可预见的错误动作而发生意外。 

 

6.6.9 一些配备程式控制器的新机器通常没有取样装置，这些机器必须

在运作中先停下来，以打开主掩盖取样。这时，联锁装置可确保

在液体降温及容器消压后，才可打开容器取样。 

 

6.6.10 每次展开染色循环工序前，应先检查掩盖上锁装置的开关情况，

以确保上锁装置能齐平并完全围封掩盖周边，而每次关上掩盖

后，上锁装置又能锁紧。 

 

6.6.11 容器加载后，在关上掩盖前，应先清理上锁部分的所有污垢及溅

溢物，并检查门铰，确保掩盖妥为固定在槽内。 

 

6.6.12 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提供以下各项： 

(a) 高水平的员工培训、指导和监管； 

(b) 涵盖装卸物品和清理阻塞物工作的安全工作系统，以及戴

上面罩和穿着合适的防护衣物； 

(c) 在设有多重栓紧装置的掩盖应设有限动或开封装置，确保

在释出所有剩余压力之前，掩盖只能有限度开启； 

(d) 在设有快速开启门的机器应装置有效的压力及温度联锁和

供电及加热联锁；以及 

(e) 有盖容器的边缘应高于地面或工作台最少900毫米，以减

低在盖掩打开时，有人会堕进液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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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急应变准备 
 

 

7.1 概述 

 

7.1.1 作好紧急应变准备，十分重要，因为一旦遇上紧急事故，便须迅

速作出正确的反应，以减低受伤、健康受损及受到其他损害的机

会。在纺织品整理过程中，涉及化学品的常见紧急情况包括有火

警、爆炸、溅溢或释出有危害化学品、溅出热液体、及任何引致

个人受伤及急性疾病的情况。 

 

7.1.2 关于纺织品整理的紧急应变程序，管方在员工协助下，应当： 

(a) 识辨和列出在工作地点可能会发生的所有紧急情况； 

(b) 识辨紧急情况带来的后果及影响； 

(c) 订立紧急应变计划； 

(d) 提供紧急设备及其他所需的资源，并且维修该等设备和继续

提供有关的资源；以及 

(e) 透过提供指示及培训，包括定期演习，确保员工熟悉紧急

事故的应变安排。 

 

7.1.3 应提供适当的急救设施，并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应呈报工场
的急救设备)规例》或《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的规定(视何者适
用而定)，为足够的雇员提供急救训练。 

 

 

7.2 紧急应变计划 

 

7.2.1 应订立紧急应变计划，以处理所有在工作地点发生的可预见紧急

事故。该计划应包括： 

(a) 职责的分配； 

(b) 警报系统； 

(c) 紧急应变程序；以及 

(d) 安排紧急事故演习，以测试员工是否有充足的应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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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职责的分配 ─ 应使所有雇员明白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所担当的角

色，这一点十分重要。应委派高级职员（如生产线经理或安全主

任）领导紧急应变队伍，并担任以下职责： 

(a) 评估意外时的紧急情况，并采取所需的行动； 

(b) 监察紧急应变计划的实施情况； 

(c) 定期举行演习；以及 

(d) 确保所有紧急设备妥为保养，操作正常。 

此外，应委派其他支援人员协助进行各种紧急行动，例如救火或

急救。 

 

7.2.3 紧急应变程序 ─ 紧急应变程序是指导雇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变的

指引。应就每种紧急情况订立适当的应变程序。不论是何种情

况，有关程序应包括下列各项： 

(a) 报告事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及解除紧急状态； 

(b) 特别的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 

(c) 疏散；以及 

(d) 在疏散前仍须留守岗位的重要操作人员的应变工作调配安

排。 

 

7.2.4 文件 ─ 紧急应变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料均应记录为文件，供所有

雇员阅览。有关资料包括疏散路线、急救队员的姓名与所在地

点、安全装备的存放地点、重要人员及紧急服务的联络电话等。

该文件应以手册或通告形式存放或张贴（视何者适用而定）在工

作地点的当眼处，以便全体员工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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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紧急设备 

 

7.3.1 应提供适当的紧急设备，以处理各种紧急情况。这些设备包括： 

(a) 消防警报设备； 

(b) 救火设备，例如灭火喉、灭火筒及灭火毡； 

(c) 电力故障时使用的紧急照明设备及后备的烟雾排放设备； 

(d) 花洒及洗眼设备； 

(e) 急救设施；以及 

(f) 适用于轻微化学品溅溢的清洁用吸收性物料。 

 

7.3.2 所有紧急设备应妥为保养，并作定期检查，以保持性能良好。过

期的设备应以适当方式弃置，在有需要时更换补充。此外，应通

知所有员工紧急设备在工作地点的存放位置。 

 

  
24 



危害信息的传达 

8.  危害信息的传达 
 

 

8.1 雇主的责任 

 

8.1.1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的规定，雇主有责任提供所需的资
料，确保雇员工作时的安全与健康。 

 

 

8.2 危害资料的来源 

 

8.2.1 有关所使用化学品的有限但主要的危害资料，可从原来容器的标

签得知。更详尽的安全资料，则可从供应商(化学品制造商、入

口商或分销商)提供的物料安全资料单得知。其他安全资料的来

源，包括有化学品目录、化学期刊、化学品手册及在线资料库。 

 

 

8.3 传达危害信息的方法 

 

标签 

 

8.3.1 在装载危害物质的容器上加上标签，是最直接传达危害信息的方

法。标签上应载列以下危害资料：  

(a) 物质的标识 ─ 化学品名称或通用名称； 

(b) 危害分类及危害符号； 

(c) 物质的固有风险；以及 

  (d) 所需的安全措施。 

 

8.3.2 如果在装载危害物质的容器上不合理可行地加上标签，即须展

示一份就该危害物质附以下资料的告示： 

(a) 以中英文述明； 

(b) 能识别盛载该物质的容器； 

(c) 以不能消除的方式清晰地列出《工厂及工业经营(危险物质)
规例》所订明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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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放置在接近该危害物质的显眼地方；以及 

(e) 规定须标明符号，其大小须不小于告示面积的十分之一。 

有关为危险物质加上标签的详细规定，见《工厂及工业经营(危
险物质)规例》。 
 

物料安全资料单 

 

8.3.3 物料安全资料单可提供更详细的危害资料。应在工作地点存放每

种危害物质的物料安全资料单一份，以便雇员随时参阅。在评估

有关使用及处理危害物质的风险时，这些安全资料单至为重要。 

 

8.3.4 一份标准物料安全资料单(例如符合国际标准ISO 11014-1)包括

以下资料，而其中多项，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是不可或缺的： 

(i) 产品及公司的识别资料； 

(ii) 成份信息； 

(iii) 危害辨识； 

(iv) 急救措施； 

(v) 消防措施； 

(vi) 意外泄漏的应变措施； 

(vii) 处理及贮存； 

(viii) 暴露量控制／个人防护； 

(ix) 物理及化学性质； 

(x) 稳定性及活跃性； 

(xi) 毒性资料； 

(xii) 生态资料； 

(xiii) 废弃需考虑的事项； 

(xiv) 运输资料： 

(xv) 法规资料；以及 

(xvi) 其他资料。 

 

标准工作程序 

 

8.3.5 就涉及危害性物质、热液体、压力设备的工序及任何其他可引致

安全与健康风险的工序而言，应在有关的标准工作程序中清楚列

明危害资料及风险控制措施，并且告知有关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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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指示及培训 

 

8.3.6 雇员应对以下各点获得充分的资料及指示： 

(a) 他们可能接触到以致构成暴露危险的有危害物质的安全资

料(例如物质安全资料单)，包括危害的性质、卫生标准、

危害物质进入人体的可能途径及健康风险； 

(b) 机械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危害资料； 

(c) 在进行整理工序时，应依循有关使用、处理、贮存、运送、

清理及处置任何危害物质的适当工作模式和程序； 

(d) 物质的正确标识及标签详情的意思； 

(e) 安全标志、警告标签及物料安全资料单（或与物质有关的

相等资料）的存放地点、内容及意思； 

(f) 用以控制暴露于危害物质风险的措施，以及所采用的控制

措施的实施原因； 

(g) 紧急应变程序，包括急救、清洁及灭火的紧急设备及设施

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h) 失效及事故（包括溅溢）的报告程序；以及 

(i) 个人防护装备的适当选择、使用和保养方法。 

 

8.3.7 向雇员提供资料及指示时，可采用以下方法： 

(a) 基本的方法，是以安全手册、工作程序及紧急应变程序作

记录，而这些文件应放在工作地点显眼而又方便雇员取阅

的地方;以及 

(b) 以其他方法（如通告、告示、录影带等，视乎情况而定）

提高处理及使用化学品的安全意识。 

 

8.3.8 培训有助雇员获得所需的技巧与知识，俾能遵从安全工作程序、

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和使用适当个人防护装备，并依循紧急应变

程序，以及参与关于工作地点安全及健康的决定。 

 

8.3.9 雇主应确保进行纺织品整理工序的各层员工（例如工人、督导人

员、仓务人员、应变人员及职安健代表）均获得足够培训。 

 

8.3.10 培训应该是持续的过程，以便雇员学习新发展，持续增进知识与

技巧。复修训练相当有用，应予提供。对于在放取长假或病假后

重回工作岗位的人员来说，或当工作地点的各种变化，而使过往

的训练不合时宜时，复修训练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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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应检讨培训情况，确保雇员获得所需的技巧与知识。雇主应确保

雇员在完成适当的培训后，能明了教学内容。 

 

8.3.12 雇主应保存培训记录，其中应包括： 

(a) 受训雇员的姓名及受训日期； 

(b) 课程大纲；以及 

(c) 培训人员的姓名及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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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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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如欲查询本指引的事项或有关职业安全及健康的意见，请与劳工处职业

安全及健康部联络，详情如下： 

 

 电话：2559 2297 (办公时间后自动电话录音) 
 

 传真：2915 1410 
 

 电邮：enquiry@labour.gov.hk 
 

有关劳工处提供的服务及主要劳工法例资料，可浏览本处网页，网址为 
http://www.info.gov.hk/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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