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小冊子由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及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編印

2010年4月版

聲 明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及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工健及基金會”)在此小冊子內

所提供的題材及資料只作參考用途。工健及基金會不對任何小冊子內的資料/題材

作出任何保證。雖然工健及基金會在此小冊子提供資料及服務時已運用了合理的謹

慎，工健及基金會不會保證資料的準確性及其是否適合用作某種用途。使用者將承

擔所有運用本小冊子(包括其題材及資料)的風險。 

工健及基金會不對因運用本小冊子內的資料而所導致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損毀而

負上任何責任，使用者須承擔運用此小冊子(包括其題材及資料)的風險。本小冊子

內的資料是僅依據香港法律所預備，工健及基金會已盡力確保本小冊子上的資料準

確無誤。工健及基金會相信該資料於收錄在本小冊子之時是真確及合適的。

本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文本、平面圖像、圖畫、圖片、照片、影像、

錄像以及數據或其他資料的匯編，均受版權保障。工健及基金會是本小冊子內所 

有版權作品的擁有人，除非預先得到工健及基金會的書面授權，否則嚴禁複製、 改

編、分發、發佈或向公眾提供該等版權作品。

有關圖片使用的聲明

此小冊子的封面及內頁使用的圖片有部份來自www.hse.gov.uk/asbestos，並經申請

PSI Licence 而使用。

Licence Number: C2009001623

“Reproduc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lick-Use 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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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2008年4月18日《2008年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修訂）條例》將間

皮瘤納入可獲條例補償之職業病， 至今已有15名病人獲得補償，其中9

人更已離世。 雖然近年石棉沉着病之數字均維持於單位數， 但有醫生估

計未來數年新症數字或有機會上升。因此， 有關之宣傳工作絕對不可以

鬆懈。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贊助香港工人健康中

心製作一系列有關石棉危害及預防方法之教材，向從事建造業及其他

人事灌輸石棉害處之訊息， 使他們在暴露於有石棉之環境中時能多加留

意，減低吸入石棉塵之風險。

未來數年，大批舊樓將作翻新及維修工程，我們希望這本名為《舊樓維

修‧勿掉輕心‧小心石棉‧健康一生》之刊物， 能為工人及其他人事提

供切實有用之知識。 我在此謹祝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這項推廣工作一切順

利， 並祝所有讀者身體健康。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主席 

何安誠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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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香港的舊式樓宇並不罕見，當中充滿了歷史價值外，亦連帶著被人忽視

的風險。樓齡達三十年以上的舊樓，含有石棉的建築物料機會甚高。倘

若，沒有對舊樓先進行評估，就展開維修行動的話，工人便有機會在進

行工程中吸入石棉塵，令他們蒙受健康的傷害。所以，大家有否想過替

舊樓維修時，應該先進行甚麼程序，才能保障工人的健康呢？

舊式樓宇中的波浪紋水泥瓦片、水管的隔熱層等等，都可能含有石棉在

內。要清楚知道樓宇是否含有石棉，就必須進行石棉風險評估，以確保

工人了解樓宇的環境，而作出適當的措施。然而，若不先進行評估就維

修，工人又沒配帶足夠的個人防護，附近的居民又沒有離開的話，他們

便有機會患上石棉沉着病或間皮瘤等病症。因為，工程進行時少不免有

切割及打鑿等動作，石棉在干擾的情況下就會釋出石棉塵，一旦被人體

吸入，對身體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有見及此，中心亦舉辦過相關的新聞發佈會，促請政府關注及改善舊樓

維修的石棉問題。亦建議政府在工程進行前，先為舊式樓宇進行石棉評

估、向業主額外撥款處理證實含有石棉的地方，及與勞工處及環保署宣

傳預防教育的工作。我們期望能正視樓宇維修的潛在風險，增強業主、

工人及建造商對石棉危害的意識，把含有石棉的範圍縮小，讓附近的居

民及工人能在安全的環境中生活及工作，保障他們的健康。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 

周永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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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很高興撰寫這份有關「建築工人石棉危害小冊子」的序言。

塵狀的石棉可以對健康造成潛在的危害性。長期吸入石棉塵，會產生石

棉沉着病，所造成的職業傷害還包括肺癌與間皮瘤。因此，香港已建

立了嚴格的管制規範，指導如何在工作地方使用及處理石棉或含石棉 

物料。

我希望這份教材能喚起工人對職業健康的更多關注，引發他們對石棉危

害的意識，從而作出正確行動。

我謹藉此機會向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致意。憑着業界無比的决心和熱誠，

加上社會各界廣泛支持，深信這份教材能充份發揮保障工人職業健康的

功能。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 

黃天祥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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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至70年代約為香港使用石棉的高峰期，其中建造業的使用情況頗為

普遍，因此在這段時間內興建的樓宇中皆有機會發現含石棉的建材，其

中的常見例子有用以覆蓋屋頂的波紋水泥瓦片及熱水喉的隔熱材料等。

舊式樓宇在香港並不罕見；根據資料，本港約有15,600幢具20年樓齡

或以上的私人樓宇，其中不包括新界豁免管制的屋宇及政府物業。而根

據環保署的過往清拆紀錄，估計樓齡超過20年以上及被屋宇署列為須清

拆僭建物的目標樓宇，約有6成可能含有石棉物料。

如果含石棉的物料沒有受損或鬆脫的狀況，一般情況之下皆不會對工人

構成危險。但建築及維修工人在為舊式樓宇進行維修或拆卸工程時，便

可能會干擾到這些含石棉的建材，如果沒有得到足夠及合適的保護，便

會增加他們患上石棉沉着病或其他與石棉有關的病症的風險。

直至現時為止，石棉沉着病仍然未能被徹底治癒，患者不單有機會因此

而喪失工作能力，甚至是日常的起居照顧亦會感到相當的困難。接觸石

棉更有機會引致肺癌或間皮瘤等惡疾，嚴重時會導致死亡。

由於石棉相關病患的潛伏期可長達40年，加上早期病徵未必明顯，工人

有機會因此而減低警覺性。故此，為保障一般在香港從事樓宇維修及拆

卸工人的職業健康，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獲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贊助並共同出版是項小冊子及光碟宣傳片，希望藉推行職業健康預防教

育，減低工人患上石棉沉着病及相關病症的機會。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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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與我有關嗎？

「石棉」是一種具有良好的隔熱、隔

聲、防火、耐磨、絕緣及其他特性

的天然纖維狀礦物質的總稱，曾被

廣泛應用於不同的工業之上，尤以

建造業最為普遍；一些舊式樓宇中

的波浪紋水泥瓦片、水管的隔熱層等等，都可能混入了石棉在內。吸入

石棉物料釋出的纖維(又稱“石棉塵”)已被確定會對人類的身體造成非常

壞的影響。

吸入石棉塵會損害你的健康

破損或被干擾的石棉物料可以釋出

非常幼小、長形以及肉眼看不見的

纖維，並長時間在空氣中飄浮；石

棉塵一旦被人體吸入，會長時間沉

積於肺部，引致組織纖維化，損害

肺功能，最後可能形成石棉沉着

病、肺癌或間皮瘤等病症，最終 

對患者的工作能力及生活造成不良

影響。

石棉的危害

鬆散的石棉物料

已破損的含石棉熱水管隔熱物料，在
被干擾時有很大的機會釋出石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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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可被製造成絕緣、隔熱、防火、耐磨及密封與接合防漏等的物料，

以下是一些在舊式樓宇中較常發現含石棉物料的例子，工人在處理這些

物料時需要加倍留神：

舊樓中那些地方可能含有石棉？

波浪紋水泥瓦片

波浪紋水泥瓦片底層的噴塗石棉

水管隔熱外層

樓梯通花隔熱磚

水泥瓦片底層的噴塗石棉 ( 放大圖 )

石棉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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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及維修工程時進行的摩擦、起刮、切割及打鑿等動作會干擾石棉物

料的完整性，大大增加石棉塵釋出的機會；而在石棉物料有嚴重破損、

已出現鬆脆或剝落的高危情況下，以上的動作則更加須要避免。不過，

含石棉物料在情況完整及沒有受干擾之下一般不會釋出石棉塵。

塵埃的產生

用石棉物料塗抹的牆身

電掣箱電弧槽墊片 ( 石棉紡織品 )

噴在天花或牆壁上的吸聲灰泥

膠地板塊 (80 年代初或以前安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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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物料完整、情況良好或只有輕微的破損…

如果你的工作不會干擾到這些

物料或改變這些物料的位置，

比較合適的處理方法是不要把

這 些 物 料 拆 除， 或 損 害 其 完 

整性。

你 只 應 觀 察 該 物 料 的 完 整 程

度，例如是否有磨損、出現裂

痕或滲水等，而不應干擾那些

疑似的物料。儘快告知物業業主在日後要留意物料的完整情況、貼

上警告標示及盡量避免干擾這些物料。

2. 如果物料不只有輕微的破損、或已出現剝落的 
 情況…

如有懷疑，應先暫停任何正進

行中的工程，避免那些物料進

一步剝落，並提高警覺，將可

疑的物料視為含石棉般處理，

貼上警告標示及儘快知會東主

和物業業主，以安排合資格人

士進行評估、樣本採集及分析。

工作時在舊樓發現懷疑含有石棉
物料，應如何處理？

避免拆除

一般完整及未受干擾狀況下的石棉物
料不會危害健康。

先暫停工程

在含石棉物料上進行摩擦、起刮、切
割及打鑿等動作有機會釋出石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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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只憑肉眼確定物料是否含有石

棉，一般皆需要由專業人士收集樣本

後使用特別的儀器及方法才可確認。

由合資格人士採取一個樣本連分析的

費用約需三數百元，在採集樣本的數

個工作天後便可得出結果。

你不應自行採集可疑物料的樣本，使

用不合適的採樣方法可以導致這些物

料釋出大量的含石棉塵埃，令你的健

康更有機會受到損害。

合資格人士

注意！如果你的東主委派你執行石棉評估，

而你認為自己的訓練和經驗未足以執行該職

責，你應向東主要求適當地加強培訓，或經

由其他已有足夠訓練及經驗的合資格人士進

行評估工作。有關訓練課程的資料，請參考

本小冊子「訓練課程」的部份或向相關部門

查詢。

合資格人士可以是由東主委派的工程經理、職業環境衛生師、安全主任

或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註冊的石棉顧問，有關的專業團體例如香港

實驗所認可計劃 (HOKLAS) 就有關的石棉測試而認可的實驗所也可就評

估工作提供協助。

環保署的網頁上有記載註冊的石棉專業人士的資料，當中包括註冊石棉

顧問、石棉工程承辦商、石棉化驗所及石棉監管人，詳情可參考以下網

頁： http://www.epd.gov.hk/

石棉評估及採樣分析

採集樣本分析 ( 水泥瓦片 )

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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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是合資格人士，否則該處所的擁

有人/佔用人，包括業主、住客及物業

管理公司等，不可聘用你負責處理石棉

問題，包括評估及拆卸工程等。

如果你不是註冊石

棉工程承辦商，你

不可處理或拆除該

些石棉物料。

暴露在石棉之下並沒有一個「安全的接觸水平」

所有處理或拆除石棉的工程都必須

由環保署的註冊石棉工程承辦商進

行，以及在工程動工之前28天把動

工日期通知環保署

不要低估石棉對你的影響！

一旦證實我的工作地點含有石棉
物料，應如何處理？

警告標籤

已被證實含石棉的物料須按照《工廠及

工業經營(石棉)規例》規定在物品的

當眼處貼上清晰可見的警告標籤(參考 

右圖) ：

最低標準尺寸：高110mm(45mm為黑

色底配白色 “a”字； 65mm為紅底配白

色或黑色警告字句)，闊60mm。

DANGER
CONTAINS ASBESTOS 
DO NOT INHALE DUST

危險
載有石棉 

切勿吸入塵埃

(Follow Safety Instructions)

( 遵從安全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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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獲得勞工處處長按《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規例》第4條有效認可的

呼吸防護設備才能在石棉工序中使用。東主應考慮工人在工序中可能暴

露於石棉塵的情況，並在認可呼吸防護設備的列表內選擇適用於該工序

的呼吸防護設備。

勞工處認可預防工人吸入石棉塵埃的呼吸防護設備可分為五類： 

(有關設備的技術性資料請向勞工處或防護設備生產商查詢)

認可呼吸防護設備

4. 電動空氣淨化 
呼吸器

5. 連續供氣的呼吸器

1. 單次棄用的半面式
粒子過濾呼吸器

2. 半面式粒子過濾 
（過濾盒）呼吸器

3. 全面式粒子過濾 
（過濾盒）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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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緊記！

4
使用適當及密封的容器貯
存和運輸石棉物料，並貼
上指定的警告標籤

4
避免令物料破裂成碎塊，
盡量令物料的大小維持在
易於裝袋及運輸的尺寸

6
不該自行清洗被石棉污染
的衣物

4
讓有適當的裝備、訓練、
經驗及能力的合資格人士
處理石棉問題

4
在進行有機會干擾懷疑含
石棉物料的工程前讓合資
格人士進行評估及計劃

4
對所有懷疑含石棉的物料
抱持謹慎的態度

6 不可隨便棄置石棉廢料

6
不可在工作場所內吸煙和
飲食

6
不要在石棉物料上進行摩
擦、起刮、切割及打鑿等
干擾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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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發現或干擾了懷疑含石棉的 
物料？

停止工作！ 衣服上是否沾
有塵或碎屑？

把衣服脫下，去淋

浴、洗頭及更衣

把受污染的衣服及

毛巾等透過特定方

法清洗；如沒有專

門清洗設備時需要

考慮棄置

把濕布(及受污染

的衣服)當石棉廢

料 處 理， 並 紀 錄 

事件

留在原地

有一些

例如手袖或鞋上

沾有一些塵

協助處理的人士

用濕布把沾有塵或碎

屑的衣服擦乾淨

很多

例如衣服、頭髮及鞋

上都有受污染

尋找協助

協助處理的人士必須使用認

可呼吸保護器具；當衣服上

有很多塵或碎屑時處理的人

士應同時使用其他個人防護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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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舊式樓宇進行石棉評估有甚
麼作用？

 進行石棉評估可以了解在舊式樓宇中所

含有石棉物料的種類、數量以及其狀況

等資料，從而因地制宜，採取合適的措

施去保護或拆除那些物料。石棉物料如

果處理不當，可以影響工人健康及環境

衛生。因此保護維修/拆卸工人的職業

健康，以及預防石棉纖維在社區及環境

飄散，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2. 接觸石棉時只用普通外科口罩是否已有足夠的 
保護？

 面對可吸入(respirable)的石棉纖維，普通的外科口罩並不能提供足

夠的保護。因此進行石棉工程時，工人必須使用合適的認可呼吸防

護設備。

3. 由專業人士去進行的石棉工程與一般的維修工程有
甚麼分別？

 分別是專業人士會因應石棉物料的情況，在考量後建議合適和安全

的處理方法。不同種類及數量的石棉物料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健康

危害；而在不同情況之下的石棉，例如鬆脆易碎、出現破損或混合

了其他物料等，都須要不同的方法處理，因此石棉工程必須由具備

相關的知識、經驗與防護器具的合資格的人士進行。

4. 管理及培訓工作可怎樣幫助工人預防患上與石棉有
關的疾病？

 明白石棉對健康的危害，可以讓人了解到預防及保護工作的重要

性。在缺乏培訓與相關知識的情況下，防護措施很可能被認為是多

餘的功夫，而出現不合作或不情願使用防護措施的情況。然而即使

具備相關的培訓與知識，人卻總有草率之時，因此適切的管理與監

督工作，可以確保防護措施有被妥善執行，從而達到預防疾病的 

目標。

聽聽專家的話

林樹佳先生

註冊職業衛生師 
（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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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致力預防舊樓維修工人患上與石棉有關的疾病

香港建造業在60至70年代曾廣泛使用含石棉的建築材料，之後因知悉

石棉對健康的威脅，逐步減少石棉材料的用量。然而，許多已落成的樓

宇所用的材料仍含有石棉，在樓宇維修或拆卸時，會對工人構成健康危

害。勞工處對有關的危害十分重視，並致力透過訂立和執行法例、制訂

工作守則及宣傳推廣等工作，確保石棉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得到保障。

立法方面，勞工處早於1986年施行《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特別規

例》，預防及控制工人接觸石棉塵。勞工處更在1997年制訂《工廠及工

業經營(石棉)規例》，藉以取代舊例，進一步要求石棉工程承辨商對石

棉工作進行評估，提高保護措施的水平和加强監察石棉工人接觸石棉塵

的情況。此外，勞工處在1998年出版了「石棉工作的安全與健康工作守

則」，為石棉工程承辦商及工人提供實務指引，協助業界更有效採取各

種防預措施，包括工作評估、空氣監測、身體健康監察，和使用認可呼

吸防護設備等。

此外，勞工處更會針對舊樓維修和拆卸時涉及的石棉工作不時作實地巡

查，確保負責人遵守法例和工作守則的規定。若巡查時發現有違規情

況，處方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例如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暫時停工

通知書和提出檢控。過往巡查中發現違例事項而有關承辦商被檢控的例

子有:沒有對暴露於石棉塵的情況作出充分評估；僱用沒有接受適當身體

健康監察的工人進行石棉工作；及沒有為受僱進行石棉工作的人備存一

份符合認可格式的健康登記冊。

在宣傳推廣方面，勞工處不時舉辦有關的職業健康講座，並與相關持份

者如職業安全健康局和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合作舉辦不同的活

動，推廣承辦商及其工人對石棉的健康危害和有關規例的規定的認知。

另外，勞工處亦與職業安全健康局保持聯繫，不時檢視業界受訓需求，

確保該局能提供足夠的石棉安全訓練課程，為石棉承

辨商及工友提供適切的訓練。

未來，勞工處會繼續密切注意舊樓維修和拆卸時涉及

的石棉工作，並作實地巡查，確保各項保護措施能按

照法例規定切實施行，以保障工人的安全及健康。

知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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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沉着病，俗稱“石棉肺”， 是肺塵埃沉着病(俗稱“塵肺病”)的其中

一種，屬於慢性疾病，可能在暴露於石棉後大約10至40年間出現，較

傾向與患者的職業有關，成因是石棉塵被人體吸入後長時間沉積於肺

部，引致組織纖維化，損害肺功能。

石棉塵在空氣飄揚，進入…

石棉沉着病

支氣管

最後在肺氣泡沉積，逐漸令 

肺部纖維化，形成石棉沉着病

肺氣管

微支氣管

石棉沉着病的病徵

胸悶、胸部 

間歇性劇痛

持續咳嗽 

呼吸淺及急速

體力勞動時 

感覺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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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士

由於工作上接觸石棉的機會較一般人

多，故從事建築維修業的工人屬於高危

人士。英國統計每年在樓宇維修行業工

作的工人中有約1,000人因之前吸入石棉

麈而死亡。

石棉塵的體積非常細小，一般的外科口

罩及防塵口罩並不能過濾石棉塵；因

此，在進行有機會接觸到石棉的工作時

沒有使用口罩，或使用未能過濾石棉塵

口罩的工人屬於高危人士。

醫學文獻顯示，吸煙人士在接觸石棉後

患上肺癌的機會較一般人高出50倍，但

即使不吸煙的人士，石棉工人患肺癌的

機會亦較一般人高出5倍。

間皮瘤是一種癌症，一般腫瘤發生在胸膜和腹腔膜。患者通常是暴露於

石棉後致病，由於接觸石棉至形成間皮瘤的潛伏期可長達40年以上，因

此很難及早診斷。吸入的石棉塵會穿過肺部組織並沉澱在胸膜。沉澱的

石綿塵會令胸膜內的間皮細胞改變基因，慢慢發展成腫瘤。

間皮瘤

壓迫肺部

間皮瘤

胸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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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儘早求醫。你可聯絡肺塵埃沉着病診所：

肺塵埃沉着病診所

香港筲箕灣柴灣道8號筲箕灣賽馬會診

所，肺塵埃沉着病診所

電話： 2513 0630

或 勞工處分別位於觀塘及粉嶺的職業健康診所：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九龍觀塘道457號觀塘賽馬會健康院二樓  

(觀塘地鐵站側)

電話(預約) : 2343 7133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新界粉嶺璧峰路2號粉嶺健康中心七樓

電話(預約) : 3543 5701

如我懷疑自己因工作而患上石棉沉着病
或間皮瘤，應該如何處理？

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

合乎資格人士可向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領取補償，項目包括醫治費用、喪失工作能

力每月補償、護理及照顧方面的補償等。各項

補償項目的詳程及申請手續，可向肺塵埃沉着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查詢，電話2541 0032。

如果確診患上石棉沉着病或間皮瘤，我
可得到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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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的故事

陳女士在82至84年從事裝修工程雜工，她的職責是清理裝修工程後的

垃圾，主要在私人樓宇及舊型的公共屋邨內工作。在以前的工作環境

中，完全沒有任何安全的預防設施，四周也沒有抽風設備及灑水系統，

打掃起來時塵埃四處飄揚。而且也不知道這些建築物廢料，會混雜了石

棉的物料。所以，沒有安全意識下，身體不知不覺間吸入了大量的石 

棉塵。 

陳女士：「大約在二十多年後，開始感到身體不適，容易出現氣促的情

況，並到公立醫院求診，初時被診斷為肺積水。其後又被誤診為肺結

核，被轉介到仁愛堂診所進行藥物治療，當中亦進行過照X光及抽取組

織化驗的程序。最後，在伊利沙伯醫院證實患上間皮瘤。直至今年初，

私家醫生為我進行切除左肺及橫隔膜的手術，其後再轉介至威爾斯醫院

進行定期覆診至今。」

至今陳女士的日常生活亦受到影響，陳女士：「手術完成後的體重都減少

了10多磅，因為行幾步就喘氣，所以基本的家務也未能完成，就連煮飯

也不行。而且家人都擔心我，不讓我一個人出街。」

現時，仍有不少人對間皮瘤的認知不足，個人的安全意識薄弱，僱主亦

沒有提供良好的防塵設備，大家往往都忽略了石棉塵對身體傷害的嚴重

性。所以，僱主及前線人員也必須加強意識，減低患病的風險。陳女士

亦衷心向大家呼籲：「各位工友，在工作時必須採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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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關石棉的法例主要包括：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 所制定的《工廠及工業經營(石

棉)規例》(第59章附屬法例 AD) ；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311章) 第51至80條有關影響環境的石棉

的管制條文；

● 《廢物處理條例》(第354章) 所制定的《廢物處理(化學廢物)(一般) 

規例》(第354章附屬法例C) 有關石棉廢物的處理、運輸及處置的

條文

《工廠及工業經營 ( 石棉 ) 規例》簡要

《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規例》規例適用於所有內中有石棉工作進行的工

業經營，為在工作地方使用及處理石棉或含有石棉的物料定立管制，目

的是保障工人的健康，免使其暴露於石棉塵中。

《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規例》管制的項目包括東主須在進行石棉工作前

為工人暴露於石棉的情況進行風險評估、採取防止或減低工人暴露於石

棉的措施、進行空氣監測、為工人提供安全資料、指示和訓練、合適的

個人防護裝備及身體健康監察等；若有違反，即屬犯罪，可處第3至5

級罰款；詳情請參閱規例條文。

由勞工處編制的「石棉工作的安全與健康」工作守則為《工廠及工業經營

(石棉)規例》的各項規定提供指引，有需要的人士可向勞工處查詢。

香港有關石棉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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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有關石棉的管制簡要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列有關於管制石棉的條文，包括制訂註冊制度，管

制承辦商、監管人、石棉顧問及化驗所必須經過註冊，才可執業進行石

棉消減工程。此外，如須進行任何石棉拆除工程，有關人士必須至少在

工程進行前28天，向環保署呈交一份由註冊石棉顧問擬備的石棉調查報

告和石棉消減計劃，同時亦須在工程動工之前28天把動工日期通知環保

署。所有石棉拆除工程必須依照作業標準，及由註冊專業人士進行和監

管；若有違反，即屬犯罪，任何人被裁定犯了該條例的罪行，可處罰款

$200000及監禁6個月；詳情請參閱規例條文。由環保署編制的「石棉

管制的工作守則」為《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中的各項規定提供指引，有需

要的人士可向環保署查詢。

《廢物處理 ( 化學廢物 )( 一般 ) 規例》簡要

《廢物處理(化學廢物)(一般) 規例》規定，石棉廢物被列為化學廢物，因

此其儲存、收集、運送、處理及最終棄置均受法定管制。由環保署編制

的「處理、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工作守則」為《廢物處理(化學廢物)(一

般) 規例》中的各項規定提供指引，其中包括石棉廢物的分類與鑑認、

廢物產生者的登記、廢物收集者的牌照、石棉廢物的包裝、標識及處理

等，有需要的人士可向環保署查詢。

注意：此簡介並不是作為上述條例及規例的法律釋義，如有疑問，請直

接查閱相關的香港法例條文及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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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主有責任確保所有受僱的工人已接受適當的指示和訓練；東主如能勝

任，可自行舉辦訓練，也可安排具備足夠技能、知識和經驗的人提供訓

練；東主可安排其工人參加由職業安全健康局或同類機構舉辦有關石棉

的訓練課程，然而，參與這些課程只可視為完成石棉規例所定的一般訓

練的一部分，除這些課程外，東主應因應個別情況，提供指示和訓練，

以作補充。

訓練課程內容概括有：石棉在

建築界的應用、石棉的危害、

處理石棉的方式、個人防護裝

備、石棉廢料處理及相關的法

例等資訊，工人可在訓練課程

中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及技術，

從而避免錯誤處理石棉，保障

個人及大眾的健康。工人如有

興趣參加，請聯絡職業安全健

康 局、 勞 工 處 或 其 他 相 關 團

體，以便查詢有關石棉的訓練

課程。

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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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www.hkwhc.org.hk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www.pcfb.org.hk

香港勞工處 

www.labour.gov.hk

香港環境保護署 

www.epd.gov.hk

肺積塵互助會 

http://bestwebdesignhk.com/webking1/pmaahk.com/

其他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 USA 
www.epa.gov/asbesto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 USA 
www.osha.gov/SLTC/asbestos/index.html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 UK 
www.hse.gov.uk/asbestos/index.htm

有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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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簡介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簡介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依據肺

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成立，負責管理基金，及由基金

撥款支付補償予自一九八一年起經診斷為患有矽肺病或石

棉沉着病的人士、及因此病致死亡者之家屬。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條例

修改將間皮瘤亦納入為可依據條例獲得補償之疾病。直至2009年底，

共有接近五千名病人曾經被診斷患有上述疾病，其中包括十五名間皮瘤

患者。而現在約有一千九百名病人正在按月領取補償。

基金委員會除了向建造業及石礦業之僱主收取徵款及執行補償工作外，

亦積極推動有關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之宣傳及教育工作，並資助

合適團體為病人提供全面的復康服務。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一九八四年成立，由專科醫生、復康治

療師、職業安全健康專業人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為一個關

注職業健康的專業社會服務慈善團體，提供職業健康安全預

防教育及職業復康等服務。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公益金會員，一直以保障和促

進職業健康及安全為己任。我們除於香港推行有關職業健康服務外，近

年亦將服務範圍拓展到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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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意見：

余德新醫生

林樹佳先生

胡明鎏先生

梁子超醫生

杜武俊先生

資料搜集支持：

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 United Kingdom

林樹佳先生

工友分享：

陳燕紅女士

參考資料：

職業健康 – 職業病及職業意外（余德新醫生）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