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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升降機行業中員工不論是安裝、保養或大修，工作都會接觸
一些化學品及易燃物料，有些物料除了會引起火警外，還可
能引致健康的問題，今期的主題是有關燃燒的原理、防火、
滅火及與升降機行業日常工作接觸到的化學品，重點是讓各
升降機及自動梯從業員對防止火警意外及化學品之認識，從
而防止意外發生。

勞工處新「電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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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在較早前修改法例所要求展示的電擊海報，各同業請
以新「電擊」海報取代舊「電擊」海報，目的是要符合法規
的要求，同時將安全及健康知識透過安全海報帶給各升降機
從業員，而整個電擊急救過程圖文化形式表達使員工容易理
解，培養安全及健康文化，從而減少工傷意外。

第1頁

電梯業協會安全通訊–2013 年第 2 期

不論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火的應
用十分普遍，稍有不慎便容易發生
火災，往往造成財物損失，嚴重的
更會導致人命傷亡。究竟燃燒過程
是怎樣形成？哪些方法可以有效
地滅火?

氧氣
在一般環境下，空氣中含有約 21%氧
氣，而此氧氣濃度已足以支持一般燃
燒過程。假若氧氣濃度增加，燃燒反
應將會更快並釋出更多能量。例如：
在風煤燒焊中用純氧代替空氣，目的
就是要加強燃燒反應以釋出更多熱
能，將溫度提高。

燃燒三角
「燃燒」本身其實是一個能在極短
時間內釋出大量能量的化學反
應。能量除以熱能的形式釋出（形
成高溫）外，亦以可見到的光的形
式釋出（形成火光）。燃燒反應由
下列三個條件組成，缺一不可。

燃料
所有能被燃燒的物料或物件均是燃
料。燃料濃度愈高，燃燒反應會愈
快。例如：高酒精濃度的烈酒會比低
酒精濃度的酒更容易著火，燃燒時火
勢亦會更猛烈。

熱能
燃燒過程雖然能釋出大量熱能，但同
時亦需要熱能引發反應及使該反應
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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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能適當地控制此三個組成
燃燒的條件，便可以有效地防
火。當火警發生時，若我們能剔
除其中一個有助燃燒的條件便可
滅火。
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我們經常
有機會使用易燃物品或液體，若
處理不慎或與其他不相容的物體
接觸，都有可能引起火警或爆
炸。故此在使用不同類別之易燃
物品或液體前，應知道其閃點，
作為使用時之指引及處理方法。
由於火有不同的分類，在救火的
時候，要先清楚火警的類別，才
可使用正確的滅火器材撲救。

 窒息法
滅火氈能將火蓋熄，其實就是截斷氧
氣供應，此種滅火方法稱為「窒息
法」
。

 隔離法
將燃料移走或將其供應截斷的滅火
方法稱為「隔離法」
。

 冷卻法
水能滅火是因為它能將大量熱能帶
走而中止燃燒過程，此類滅火方法稱
為「冷卻法」
。

火警可分成下列三種類別:
A 類火警

B 類火警

C 類火警

木材/紙張

易燃液體

電器裝置

布匹

易燃氣體

汽車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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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升清水氣式滅火筒
(9 Liter Water type Fire Extinguisher)
只可撲滅木材、紙張、布匹所引發的火警(即普通火警 - A 類
火)。
不可用於撲滅油類火或電氣火警。
消防處指定放置於舊式樓宇 (無消防設施)之滅火筒。
乾粉滅火筒 (Dry Powder type Fire Extinguisher )
可撲滅電器、爐具、易燃液體、易燃氣體、紙張布匹等的火
警，可算是全能的滅火器。
可用於撲滅 A, B 及 C 類火
宜放置於家居、寫字樓、工場及汽車內。
型號由 1kg 至 6kg。
二氧化碳氣滅火筒 (CO2 gas type Fire Extinguisher)
可撲滅電器裝置，汽車機件，易燃液體，易燃氣體所引發的
火警。
可用於撲滅 B 及 C 類火，宜放置於電腦房、電制房、寫字
樓及工場內。型號由 2kg 至 5kg。
不可用於撲滅木材、紙張、布匹所引發的火警。

9 公升泡劑滅火筒 (9 Liter Foam type Fire Extinguisher)
可撲滅易燃液體所引發的火警。
可用於撲滅 A 及 B 類火
不可用於撲滅電氣火警。一般放置於停車場、油站及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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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筒的種類及宜忌
防火氈
玻璃纖維織布製造。
可阻擋熱力高至 550oC。
可撲滅爐頭、滾油的火燄，阻止火勢蔓延。
隔火、隔熱、不導電。經清潔後可以再用。
4 呎 X 4 呎 (1.2mx1.2m) 或 4 呎 X 6 呎 (1.2mx1.8m)。
符合 BS476 第 4&7 部 標準。
香港消防處批准產品。
由政府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提供保養。

粉劑滅火筒的使用

1. 提起滅火器

2. 拉開安全插

3. 握住皮管，朝向火苗

4. 用力握下手壓柄

5. 朝向火源根部噴

6. 熄滅後用水冷卻餘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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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希望簡述一些與日常工作有關的安全法例，讓大家了解及討論
「閃點」又稱「引火點」。根據《危險（適

所謂易燃混合物，是指具有下列特性的

用及豁免）規例》
、
《工廠及工業經營（易燃
液體的噴塗）規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危
險物質）規例》之釋義，「引火點」或「閃

混合物：(1) 在環境溫度下接觸空氣時無
須施用任何能量而會變熱且最後著火；
(2)是一種稍為接觸燃點源即會輕易著

點」即就任何液體而言，指某最低溫度（如
有的話），而在該溫度下液體會發出可燃燒

火，並在燃點源移離後仍繼續燃燒或消
耗的固體；(3)是一種在正常壓力下會於

蒸氣，而該蒸氣與空氣混合並暴露於無遮蓋

空氣中燃燒的氣體物；（4）在接觸水或

燈火下時會點燃或者爆炸。在《工廠及工業

潮濕空氣時即發出達危險分量的高度易

經營（危險物質）規例》中，亦有對易燃混

燃氣體；或 (5）是一種閃點在 66ºC 以下

合物 flammable mixture)作闡釋。

的液體。不同化學產品之閃點會有不同。

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日常工作經常接觸之化學品
類型
天拿水
電油
油渣
松節水
牙箱油
線條油
壓力油
火水

閃火點(度)(攝氏)
41ºC
35ºC
57ºC
41ºC
214ºC
226ºC
210ºC
52ºC

安全課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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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邀請勞工處及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的代 職業安全健
製造業「聽覺
表向業內人士分別講解如何預防聽覺受損
康局
12 月 6 日 免費入場
保護」講座
及《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
21165636
安全搭建金屬
職業安全健
邀請勞工處代表介紹有關安全搭建金屬棚
棚架的職安健
康局
12 月 3 日 免費入場
架的職安健法例。
法例
2116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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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訊內設了一個有獎問答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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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獲得精美禮品，
名額共 5 個。
1. 燃燒三角由哪三個元素組成？
a) 氧氣、火、熱能
c) 氧氣、火、燃料

b)

氧氣、燃料、熱能

2. 排除、隔絕或者稀釋空氣中的氧氣是什麼滅火方法？
a) 窒息法
b) 冷卻法
c) 滅火法
3. 電梯行業使用之線條油閃點約在什麼度範圍？
a) 66ºC
b) 99ºC
c) 超過 200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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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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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 輯 委 員 會
其士、安力、富士達、星瑪、日立、
通力、奧的斯、三菱、迅達、長安、蒂森克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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