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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以戶外工作為主的建造業工友包括升降機從業員，經常都會面對被

蚊叮蟲咬的風險及威脅。香港位處亞熱帶地區，而炎炎夏日中既熱

且濕又雨量多，在這環境下絕對適合蚊子的繁殖。蚊子對我們的滋

擾除會令人皮膚痕癢及敏感外，它們亦是傳染病的傳播媒介。香港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至今共列有四種法定須呈報與蚊子有關的傳

染病為瘧疾、登革熱、日本腦炎和近期正在中南美洲及亞洲區內的

星加坡及泰國肆虐的寨卡病毒。為免蚊子滋生，同事們應積極參與

滅蚊措施以防治蚊患。 

 

蚊子的生命週期及習性 

為做好防蚊措施，我們首先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蚊子先行產卵於

水中，隨後孵化為幼蟲後蛻變為蛹，一般需時約七天，經過四個階

段的蛻變，最後變成蚊子。  

 

  

 
 

 

不同種類的蚊子各有不同習性而一般卻有下列的共通點： 

(一) 一般吸血的以雌蚊為主作產卵之用。 

(二) 一般以夜行為主但亦會在日間活動。 

(三) 一般會躲在陰暗角落棲息。 

(四) 根據動物及人類的體味、體温及呼氣作為吸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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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防蚊措施 
 

 

由於現時尚未有疫苗能有效防治登革熱及寨卡病毒， 因此防控病媒是防治蚊子

傳播疾病的唯一方法而預防及控制蚊子傳播疾病的最佳方法則是避免被蚊子叮

咬。 

 

為防止蚊子在建造地盤滋生，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滅蚊及防治蚊患措施。滅蚊的重

點不在於消滅成蚊，因為牠們可以到處飛而難於以殺蟲劑根絕。反之，滅蚊的重

點在於消除蚊卵及清除積水皆因變成蚊子前三個階段的蛻變皆在水中進行，所以

在蚊卵未孵化成蚊前把牠們滅絕才是最有效的滅蚊方法。 經常巡視地盤包括容

易被忽略的地點例如由貨櫃改建成地盆寫字樓的頂部等以確保沒有積水。 

以下為一些有效的防蚊方法 

 

(一) 清除地面的積水，最少每星期將洞穴、窪地及坑道的積水抽走。 

(二) 清除器皿中的積水並把所有貯水容器蓋好，以防蚊子飛進產卵。 

(三) 把竹棚的竹端鑽穿或用幼沙填塞。 

(四) 把棄置車胎鑽穿。 

(五) 若有需要，適當施用對環境安全的殺蟲劑。 

(六) 經常巡視地盤以確保沒有積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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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工地火警 

 
 

樓宇在施工期間發生大火後， 不但會阻延竣工日期， 更會造成慘重的損失， 因

為整個樓宇結構或其中部分可能需要拆卸重建。更嚴重的是火警會引致傷亡。

施工期間樓宇起火主要是由於 : 

(i) 工地堆積包裝鬆散、隨處放置的建   

築材料 ;建築材料一般極為易燃。  

(ii) 電線絕緣程度不足或保護不夠周

全，又或電線負荷過重。  

(iii) 工人進行銲接工作時疏忽大意。  

(iv) 在焚燒垃圾時工人沒有採取安全

措施，亦無人看守。  

(v) 職工吸煙並隨處棄置煙頭。  

(vi) 使用及貯存危險品的方法不正確。 

 
承建商及建築工人應遵守下列各項指引，以減低火警危險，盡量防止建築工地
發生火警。 

1. 存放易燃物料  

不論是存放在搭建物外面或裏面，工地範圍內
的易燃物料都應該整齊叠放， 存放的數量也應
盡量減少。物料叠好後，每叠的四周均須有足
夠的空間分隔。 

2. 存放危險品  

危險品一律必須存放在消防處認可而配合該危
險品種類的危險品倉庫內。未經使用的危險品
應送回危險品倉庫貯存。不論任何時候都應注
意使用危險品的安全措施。 

3 .管理工地  

工地管理妥善就能減少火警發生、減低火勢蔓
延的速度以及傷亡的人數。管理工地應要留意
以下幾點: 

•  放置材料必須井井有條。  
•  不時清理棄置的易燃包裝物料、木片

、鋸屑等等。  
•  任何時候保持出路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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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工地火警 
 

 

4 .  預留通道  

蓋建樓層時須一併架設堅固的樓梯，
確保有逃生及可供消防員前往救火的
通道。任何時候這些樓梯必須保持暢
通無阻。 

 

5. 燒焊  /  熱處理工序  

樓宇施工期間發生火警，最常見的起
因之一是來自燒焊工程 (焊接、切割等
等) 時濺出的火花， 因此進行任何焊
接工程都必須非常小心。應盡可能將
貼近燒焊 / 熱處理工序範圍內的所有
易燃物料搬走，並在旁邊放置一個手
提滅火筒備用。 

 

6 .  塗料及密封劑  

加熱及煮滾隔熱塗料及密封劑時必須

特別小心。 

 

7 .  不准吸煙  

必須在工地範圍特別是使用
極度易燃的膠粘劑或溶劑的
地方於當眼處張貼「不准吸
煙」的告示，職工必須嚴加
遵守。 
 

8 .  電線  

所有電線必須經過絕緣處理
並且保護妥當及避免擱在地
面上。必須安裝地線斷路開
關，電荷過重時可以切斷電
路。 

 

9 .  消防裝置及設備  

在樓宇施工期間提供符合標準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保障建築工地的消防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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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訓練是提高施工安全水平重要一環， 很多意外發生之原因是工人不了解施工安全

要點、工作中潛在之危害及事故之嚴重性和發生後處理方法。本期安全通訊中會向各工

友介紹一些安全訓練課程供大家參考。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辦機構 開課日期及

地點 

費用 

大笑瑜伽減壓

工作坊 

1. 介紹工作壓力與工作表現的關係 

2. 介紹大笑瑜伽如何處理工作壓力 

3. 大笑瑜伽練習及身體放鬆法 

4. 提升工作表現及效率的技巧 

職安局 

4/11/2016 

職安局北角訓

練中心 

$250.00 

工作場所的感

染控制 

1. 簡介本港職安健法例對僱主和僱員

所要求的責任 

2. 傳染病的傳播途徑與病徵 

3. 認識香港中東呼吸綜合症的應變計

劃 

4. 處理疑似個案程序 

5. 相關的感染控制措施及預防工作地

點傳染病爆發 

6. 實習穿著個人防護裝備 

職安局 

定期課程 

職安局北角訓

練中心 

$350.00 

防火安全(建

造業） 

1. 一般建築工地火警發生的原因（例

如燒焊、電器裝置和工具和易燃危

險物品） 

2. 火災及滅火劑的分類 

3. 熱力的傳播 

4. 建築工地管理 

5. 安全逃生及避難途徑 

6. 防火及火警應變計劃 

7. 滅火筒的構造和操作 

8. 實習使用滅火筒及滅火喉 

職安局 

29/11/2016 

職安局青衣訓

練中心 

$420.00 

詳情及報名表格可登上 http://www.labour.gov.hk 勞工處或 www.oshc.org.hk職安局網

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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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訊繼續設有有獎問答遊戲，藉此來提高大家對工作安全的警覺性，希望讀者 們

踴躍參加。若能答中下列 3 條問題，便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超級市場禮券， 名額

共 10 個。 

1. 下列那一種不是香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內四種法定須呈報與蚊子有關的傳

染病?  

A. 寨卡病毒    B. 日本腦炎     C. 間皮瘤 

2. 蚊子產卵於水中，孵化為幼蟲後蛻變為蛹，再變成蚊子，一般需時約多少天?  

A. 三天     B. 七天      C. 十天 

3.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燒焊工程的防火措施 ?  

A. 搬走易燃物料     B. 工作位置放置一個手提滅     C. 圍封工作範圍 

請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交回各成員公司安全部的負責人。 

 截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上問題答案及得獎者名單會刊登於下期安全通訊。  

＊ 每人只限遞交一份參加表格。 

--------------------------------------------------------------------------------------------------------------- 

上期答案: 1) c, 2) a, 3) c  

上期得獎者：Otis – May Leung / Schindler – Phoebe Leung /  Hitachi – James Chan, 周華

        根, 吳志明 / Mitsubishi – 黎柱光, 林敬耀, 莊覺麟, 楊家明, 吳兆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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