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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體力處理操作﹙即人力提舉及搬運﹚在日常工作中是在所難免的；而不正確
的體力處理操作，容易導致肌肉筋骨勞損甚至身體受傷。2008年在飲食業
及旅遊業因提舉及搬運而受傷的意外數字佔整體約14%及20%。而業內一
些工作崗位經常涉及體力處理操作，例如：食肆的樓面和廚房員工、酒店的行李
員和房務員、領隊、導遊或司機，亦時常會協助旅客以人力提舉及搬運行李等，
所以他們要緊記有關的危害控制方法和安全要點，避免發生意外。

體力處理操作的5個主要危害因素
1. 工作性質－不良工作姿勢、用力不當和重
複動作等；
2. 負荷物－物件太重、物件體積過大，難以
握持、物件重心會移動、物件溫度高和表
面有尖銳物等；
3. 工作環境－空間限制、地面濕滑、照明不
足等；
4. 個人能力－身體健康欠佳、訓練不足等；
5. 個人防護－當員工需佩戴個人防護用具工
作時，應考慮這些保護措施會否阻礙他們
採用一個良好的動作或姿勢。
總括來說，危害的嚴重性需視乎工作的安排、
連續工作的時間、人力提舉及搬運的頻密程
度，物件的重量、體積和形狀、工作環境的設
計，個人能力的要求及其他防護措施。

危害的控制方法
要預防因體力處理操作而引致的肌肉筋骨勞損，應從環境及工序設計、負荷物及個人能力方面
著手。
1. 重新設計工序
• 使用機械輔助設備，例如：手推車，可減低搬運所需的力度；
• 改善物件的操作流程，例如：減低物件所需要調動次數、縮短要移動物件的
距離；
• 改善物件的擺放高度，經常使用的物料，應存放於一般員工的肩與膝
之間的高度，以免構成員工在提放物料時產生彎腰或手臂提昇高於
肩膊等不良姿勢；
• 改善工作模式，例如：如工作需要單調地重複某個動作，
可考慮轉換工作崗位，避免某組肌肉過勞。若物件太重
太大的時候，應考慮由一組人合力抬舉。此外，亦需安
排適當和充足的休息時間。
2. 改善負荷物
• 嘗試改變物件的重量，可考慮把大包的物件分拆成
小包來減輕重量；
• 應顧及攜帶和抓握的問題，例如：加設挽手；
• 避免有鋒利邊緣及尖銳的表面；
• 提供有關的資料或標籤，例如：物件重量和重心的位置。
3. 改善工作環境
• 重新安排和整理工作間，以騰出更多空間，方便進行體力處理操作；
• 改善地面不平、不穩及滑溜的情況；
• 提供充足照明，以避免碰撞及絆倒；
• 經常清理通道上的障礙物。
4. 分配工作時，應考慮個人能力
需評估員工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安全進行該體
力處理操作，例如：身體狀況、身材高度等。
5. 個人防護設備
在某些人力搬運情況下，員工需穿著防護衣物
來減少受傷機會，例如：穿戴隔熱手套，不單
可保護皮膚免受磨損，亦有隔熱作用；而穿著
適當鞋子，不單有防滑作用，亦可減輕足部被
重物壓傷。但要注意工作服及其他防護衣物必
須提供合適尺碼給員工使用，過鬆或過緊的衣
物均會增加工作時的危害。此外，還須考慮這
些防護設備會否產生其他新的危險。

正確的人力提舉和搬運要點
提舉前
• 先評估物料的大小、形狀及重量，從而決定提舉的方法；
• 檢查物料的表面是否有釘或尖角，以避免造成身體損傷；
• 了解搬運所經的路線和擺放地點，並清除路線上的障礙物；
• 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用具（例如：手套及安全鞋），以加強對手腳的保護；
• 當懷疑本身能力不足以獨自搬運時，應找別人幫忙。
提舉時
• 雙腳應分開至肩寬，一腳放於物料之側，另一腳則放於物料之後；
• 雙膝微曲蹲下，保持背部挺直，用手掌及手指握緊物料；
• 將身體之重量集中於雙腳，運用腿部強健的肌肉發力提起物料，盡量保持物料靠近身體；
• 不應一下子將重物提昇至腰或以上的高度；應先將重物放於半腰高之檯面或其它適合地點，
調正手掌位置，然後再提高。
搬運時
• 盡量採用器械輔助以減少人力搬運；
• 若傳遞物料時須改變方向，應移動雙腳而不是扭動腰部；
• 不要讓物料堆疊過高阻礙前進的視線；
• 運送物料途經門口時，須確保有足夠距離通過，以防撞傷手部；
• 運送物料給別人時，應確定對方已握緊物料才可鬆手。

相關職安健訓練課程
人力提舉及搬運課程（M）人力提舉及搬運
（管理階層）課程（MMS）體力處理操作合格証書課程
（MH）
本局職安健訓練中心為飲食業及旅遊業從業員提供一系列職安健訓練課程，其中人力提舉及搬
運課程(M)，人力提舉及搬運（管理階層）課程(MMS)及體力處理操作合格証書課程(MH)目的是
加強員工及管理層對正確體力處理操作、可行的改善措施的認識及如何進行體力處理操作的風
險評估。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職安健課程資料，請致電3106 2000與職安局訓練中心聯絡。

www.oshc.org.hk

酷熱天氣工作安全
根據天氣記錄，天文台經常在五月尾至九月中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不論在進行戶外或廚房的工
作，僱主及員工都應該採取合適的酷熱天氣工作安全措施，消除或減少中暑及其他炎熱的工作
環境所引致的健康問題。詳情請瀏覽職安局網址內新推出的「職安健專題」
http://www.oshc.org.hk/others/osh_focus/tchi/index.asp。

急救知多點：熱衰竭與中暑
香港夏季特色是酷熱和潮濕，從事戶外工作或需要
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人士均可能因為工作溫度及濕
度過高而中暑或不適。在身處的酷熱環境時，人體
不能以輻射方式散熱，如遇上濕度偏高，汗水更難
以蒸發來降低體溫。假若再加上劇烈的工作或運
動，產生額外的熱量，可導致身體出現熱衰竭甚至
惡化變成中暑，對生命構成危險。
熱衰竭徵狀與休克相似，即皮膚蒼白濕冷、呼吸淺
速、脈搏快弱、不安及乏力等。當體內的恆溫器繼
而失常，便會出現中暑徵狀。熱衰竭與中暑的處理
方法大致相同，即置患者於陰涼處，脫去外衣，鬆
開緊束衣物，配合其他步驟協助將體溫降低（請參
看下表）。
注意：沒有喝充足水份（每日不少於8杯水），腹瀉
或嘔吐者，容易產生熱衰竭。

傷病

皮膚

瞳孔

呼吸

脈搏

其他徵狀

處理方法

熱衰竭

蒼白濕冷 放大

淺速

快弱

似休克徵狀
暈眩
不安
繼而中暑

置陰涼處
脫去衣物
用濕毛巾抹身
扇涼
墊高雙腳20-30cm
給患者慢慢飲用清水
或淡鹽水

中暑
（體溫
>40°
C）

潮紅乾熱 收縮繼而 淺速
放大

快強

暈眩
繼而不省人事

置陰涼處
脫去衣物
用濕毛巾抹身
扇涼
盡快送院

工作地點預防甲型流感H1N1
甲型流感H1N1跟人類感染季節性流感相近，包括發燒、疲憊、食欲不振和咳嗽。要預防工
作間傳病染病，工作環境的清潔與衛生亦是確保在職人士的安全健康，避免傳染病侵襲的重
要措施。僱主應該提供及維持一個舒適而衛生的工作環境，讓僱員能夠安全及健康地工作。
同時，僱主也應為僱員提供必須的資料、指示、訓練及督導，以提高僱員的宪生意識和警覺
性。僱員亦應遵從良好的衞生措施，若發現工作環境中存在不整潔衛生的地方，應儘早向僱
主報告，及提出建議加以改善。
以下是預防甲型流感H1N1的要點：
•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可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 避免接觸眼、鼻及口
• 雙手如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例如打噴嚏或咳嗽後，應立即用梘液洗手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遮掩口鼻
• 不要隨地吐痰，應將口鼻分泌物用紙巾包好，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
• 有呼吸道感染徵狀或發燒時，應戴上口罩，並及早求醫
• 若出現流感徵狀，切勿上班

衛生署建議的正確洗手方法

1

2

開水喉洗濯雙手。

6

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並關
上，或潑水將水龍頭沖洗乾
淨後，才關上水龍頭。

加入梘液，用手擦出泡沫。

5

用乾淨毛巾或抹手紙徹底
抹乾雙手，或用乾手機將
雙手吹乾。

3

最少用二十秒時間揉擦手
掌、手背、指隙、指背、
拇指、指尖及手腕，揉擦
時切勿沖水。

4

洗擦後才用清水將雙手徹
底沖洗乾淨。

職安熱線 OSH Hotline : 2739 9000

有獎 問答遊戲
1

下列哪一項是正確人力提舉的要點？
A. 貨物存放處避免高於肩膊位
B. 彎腰提舉
C. 重複扭腰

2

提舉重物時，最適宜運用身體哪部份的肌肉？
A. 腰背
B. 腿部
C. 手臂

3

搬運重物時，應先考慮下列哪一項以減少員工發生工傷意外？
A. 盡量每次提取多點貨物，減少搬運之數
B. 盡量採用器具輔助，減少人力提舉
C. 盡量將搬運動作速度放緩

請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郵寄或傳真回本局總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
訊問答遊戲」。截止日期：2009年9月10日。

姓名：

身份証號碼：

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參加細則
1. 每人只限參加一次。
2. 主辦機構之員工及其直系家屬均一律不得參加。
3.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

4.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5.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6.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個人資料聲明
本局會保留閣閣下個人資料作推廣職業安全及健康之用，包括研究及統計。本局或需將資料轉遞予服務提供者、活動共同舉辦者和夥伴機構。
若閣閣下不欲收到職業安全及健康訊息，請填寫此聲明末段所列方格。

免費訂閱表格

本人對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感興趣，並以電子郵件索取：

中文姓名：
電話：

□ 本人不欲收到上述訊息

英文姓名：
傳真：

電子郵件：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2739 9779 職業安全健康局
個人資料聲明
本局會保留閣閣下個人資料作推廣職業安全及健康之用，包括研究及統計。本局或需將資料轉遞予服務提供者、活動共同舉辦者和夥伴機構。
若閣閣下不欲收到職業安全及健康訊息，請填寫此聲明末段所列方格。
□ 本人不欲收到上述訊息

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地址：中國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
電話：2739 9377
電郵：oshc@oshc.org.hk
網址：www.oshc.org.hk

傳真：2739 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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