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拆卸工程安全指引

冷氣機
招牌
花籠

小型建築物拆卸工程安全指引
拆除花籠、簷篷、花架、天台屋、平台屋、冷氣
機和招牌等工程，雖然工程規模較小，但潛在的
危險極高，如：人員從高處墮下、觸電、壓傷、
割傷和爆炸等。所以，進行上述小型拆卸工程時，
若缺乏相關的安全意識和預防措施，能引致嚴重
的工作意外。有關上述小型拆卸工程的安全工作
指引，可參考如下：

第一部分
小型拆卸工程的通用指引
1. 拆卸工程均須由業內合資格的工程公司進行；

．天台屋或平台屋的拆卸．
1. 拆卸前應先截斷建築物內的水、電力和燃氣
管道設施；
2. 在拆卸時應先拆除裝飾面板和鐵皮頂蓋，使
被拆建築物的結構構件露出後再作進一步的
拆除工作；
3. 拆卸期間產生的細小物件﹝如碎石和瓦礫等
﹞應放入小袋內，而體積過大、過長或過重
的物件應先拆解為若干部分，並經主體樓宇
運往地下，切勿從高空擲下；
4. 可利用灑水和防塵網來控制拆卸期間產生的
過量粉塵。

2. 拆卸工人須接受適當的工作安全訓練；
3. 拆卸前需作實地勘測和評估，擬定安全的拆
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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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進行高空工作時，應先考慮使用合適的棚
架或工作台，若無法架設棚架或工作台，或
工作時需伸展肢體至工作台護欄外而有墮下
風險時，必須考慮使用安全帶等個人防護裝
備，而安全帶必須繫於穩固點上；
踢腳板

5. 拆除下來的物件應放回主體樓宇內，以免意
外墜落街上傷及途人；
6. 拆卸工序大體上與建造時的工序相反，應『由
上而下、從外至內』進行，即依次拆除頂蓋、
橫梁、牆壁及支柱；
7. 對存在倒塌危險的拆卸物應先加以支撐和鞏
固後才可進行拆卸 ;
8. 每天工作結束後，應使未拆除之構件保持在
安全及穩定狀態；
9. 遇狂風或暴雨等惡劣天氣，應立即停止拆除
工作，但對有被風吹倒危險的構件應立即拆
除，不得留置，並做好意外預防措施；
10. 因應不同工序的需要而配帶合適的個人保護
裝備作最後的防護，如：安全帶、安全帽、
反光衣、護眼罩、口罩、耳塞或耳罩、手套
和安全鞋等。

第二部分
拆除不同類型拆卸物的注意事項
．花籠、簷篷和花架的拆卸．
1. 拆卸前應先把放於花籠、簷篷或花架上的住
戶物品、花盆等移至屋內；
2. 大部分花籠、簷篷和花架屬懸臂結構的建築
物，拆卸時建築物件或物體下墮的風險極高，
對公眾安全的影響極大，所以必須以最為謹
慎方式進行；

錨栓
( 拉爆螺絲 )
三顆或以上
T 型角鐵架 ( 狗臂架 )

懸空式竹棚架
• 適用於拆除花籠、簷篷、花架和冷氣機
• 每個角鐵架﹝狗臂架﹞必須至少裝上三顆繫穩螺絲
• 如外牆是泥磚或沙磚建成，則不適宜用“拉爆”或“撞爆”
螺絲作繫穏錨栓

．冷氣機的裝拆．
1. 為減少在高空進行工作的時間，裝拆冷氣機
的準備工作應盡量在地面或樓宇內進行；
2. 施工期間禁止任何人站立或踩踏在機組上，
以防人體下墮；同時不得在機組上堆放物件，
以免物件下墮傷人；
3. 如發生製冷劑洩漏時，必須進行通風換氣，
以免發生氣體中毒危險﹝製冷劑與明火接觸
會產生有毒氣體﹞

．招牌的拆卸．
1. 在拆卸招牌位置下方的危險範圍，須以警告
標誌帶和路障圍封，並派有專人看守，禁止
行人或車輛進入，而該名人員必須配帶安全
帽和反光衣；
2. 拆卸前，先截斷招牌的電源，及掛上警告標
示禁止再開，然後才把接駁至招牌上的電源
線剪斷；
3. 使用吊重機械作拆卸輔助時，應注意：

••須確保吊機及吊具可提供足夠的負重
力，並確定起吊時招牌框架結構之受
力點堅固方可進行吊運；
••若招牌的體積較大，在不影響招牌構
件的安全受力下，應盡量減輕招牌的
重量後才進行吊運；
••為控制招牌的擺動或移動方向，可於
招牌框架的底部等結構件繫上繩子作
牽制。

第三部分
小型拆卸工程的職安健要項
．高空工作．
1. 在高度為 2 米或以上且有下墮危險的位置工
作屬於高空工作；
2. 高空工作時優先考慮使用合適棚架或工作
台，棚架或工作台應裝有 90 厘米高的圍欄，
及最少 15 厘米高的踢腳板，並有足夠的闊
度，以防止工作人員或物件從棚架或工作台
墮下，而常用的棚架種類及其適用情況和功
能如下：

棚架種類

適用情況 / 功能

 懸空式棚架
 雙行竹棚架工作台
 公共行人道上的雙行
棚架及工作台

拆卸時需利用行人道或容易對行
人造成傷害的情況下使用

 斜擋棚

可防止拆除時產生細小碎石、瓦
礫或物件墮下

 獨立式雙行金屬棚架

可防止拆除時產生的較大的碎石、
瓦礫或物件墮下傷及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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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拆除花籠、簷篷、花架和
冷氣機
適用於拆除天台、通天、平台、
退縮平台上的固定附加物

3. 工作棚架的搭建和拆除，以及使用前和定期
的檢查須由合資格人員負責進行；
4. 工作台或棚架須設置上落通道、保護網和耐
燃帆布；
5. 在特殊環境下不容許在工作地點架設棚架或
工作台時須考慮使用防墮設備，如安全帶等
作為最後防護，而安全帶必須遵循「高掛低
用」原則繫於穩固點上；
6. 拆卸物、物料、工具及設備等須縛好和存放
在適當和安全位置，以免意外墮下傷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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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行高空工作時避免攜帶過多工具，而工具
應妥善放於工具箱或工具袋內。

．電力安全．
1. 電力工作需由合資格人員負責進行；
2. 盡量避免進行帶電工作及執行「上鎖掛牌」
程序；
拆卸招牌的竹棚架
• 整幅棚架須用繫穩於樓宇結
構構件的鋼線或拉杆來支承

3. 供電系統須設有切斷及隔離電流裝置，如：
漏電斷路器等；
4. 下雨時不可在戶外進行電力工作；
5. 在潮濕環境或戶外進行電力工作時應使用具

防水功能的設備，如防水電插蘇等；
6. 電器設備須接駁地線或具雙重絕緣功能，並
須定期檢查；
7. 不應在金屬梯上進行用電或帶電工作；
8. 工作時穿著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如絕緣手
套和絕緣鞋等。

．電動工具．
1. 不可拉扯工具的電源線；
2. 操作電鑽時避免觸及埋於牆內的金屬物件；
3. 避免操作電動切割機時發生『爆碟』，電動
切割機的轉速必須小於鎅碟的最高容許轉
速，另外，電動切割機鎅碟的安裝和正確使
用亦為重要；

3. 在嘈吵的機器上貼上警告標貼，提醒在指定
距離內的工人要配帶聽覺保護器；
4. 確保在聽覺保護區內人士必須配帶聽覺保護
器；
5. 使用電炮或風炮等震盪工具時需穿戴防護手
套避震。

．預防拆卸物倒塌．
1. 對存在倒塌危險的僭建物應先加以支撐和鞏
固才可進行拆卸；
2. 每天工作結束後，應使未拆除之構件保持在
安全及穩定狀態；
3. 遵守拆卸施工步驟及有關安全措施；
4. 確保穩定拆卸物安全措施切實執行。

4. 所有電動工具必須裝設合適的保護罩；
5. 配帶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如眼罩、口罩、
耳塞或耳罩等。

．金屬切割．

．物件搬運．
1. 盡量使用機械設備輔助，減少人力搬運；
2. 每次搬運的拆卸物件不宜過多或過重；

1. 工作前，確保易燃物品已搬離金屬切割工作
範圍；

3. 先把體積過大、過長或過重的拆卸物拆解為
若干部分後才進行搬運；

2. 工地環境要保持空氣流通，避免金屬煙霧或
塵埃等有害物質積聚；

4. 適時清理及運走容易燃燒的拆卸物件，以免
造成火警；

3. 使用風煤設備：工作前，應檢查及確保氣瓶、
氣喉、吹管及各個安全裝置﹝如防止回火安
全掣等﹞運作正常；工作期間，工作位置與
氣瓶應保持適當距離 , 並嚴禁吸煙；

5. 評估搬運工作，如有需要應由二人或以上合
力搬運；

4. 金屬切割工作完成後，應立即清理切割時遺
留下來的火屑；
5. 在有火警危險的地方附近，應放置合適的消
防設備，如滅火筒等 ;
6. 配帶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如皮革手套、護
目鏡和口罩等，若使用電動切割機時須額外
配帶聽覺保護器。

6. 搬運時確保工友的搬運姿勢正確；
7. 如工作涉及重覆性搬運，應給予工人適當的
休息；
8. 應配帶合適的防護手套。
本指引的使用者在應用本指引時，應結合實際情
況和運用其專業判斷，以擬定最合適的拆卸方法
和最有效的意外預防措施。

．塵埃處理．
1. 須預先評估拆卸期間有可能產生的塵埃，如
矽塵、鉛塵和石棉塵等；
2. 如有石棉塵，須由業內合資格的工程公司，
以安全程序進行處理；
3. 採取合適的防塵措施如灑水、防塵網等控制
粉塵；
4. 配帶合適的防塵口罩等。

．噪音及震盪危害控制．
1. 評估噪音水平；
2. 使用較寧靜的工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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