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清洗方法： 
        採用手工方法清洗的應按以下步驟進行： 

                     刮掉沾在餐飲具表面上的大部分食物殘渣、污垢；

                     用含洗滌劑溶液洗淨餐飲具表面；

                     最後用清水沖去殘留的洗滌劑。

       洗碗機清洗按設備使用說明進行。餐具表面食物殘渣、污垢較多的，應用手工方

       法先刮去大部分後，再進入洗碗機清洗。 

6.1   輪椅、助行器的扶手：可用1：100稀釋漂白水擦拭，靜置5至10分鐘 （待發揮
         殺菌作用）再用清水沖洗或擦拭乾淨。如為共用物品，應在下一位使用者使用
         前先清潔消毒；

6.2   玩具、用具等物品：可用1：100稀釋的家用漂白水擦拭，靜置5至10分鐘（待
         發揮殺菌作用）再用清水沖洗或擦拭乾淨；

6.3   聽診器、溫度計等重覆使用的器具，應在每一次的使用後馬上用70%酒精消毒
        拭抹；

6.4   其他護理程序所使用的護理器材的清潔消毒程序（詳見附錄4）；

6.5   不宜接觸漂白水的物品，可以用70%酒精消毒拭抹。



；



由2009年4月1日開始，全澳所有服務對象為18歲以下人士的社會服務機構須要求所有申
請者遞交附有由衛生中心發出的疫苗接種證明書正本及個人接種手冊副本的健康證明；

已於2009年4月1日前入托的兒童，不強制要求補交有關證明；兒童、青少年長期居住的
設施，不論是新入住還是已入住的18歲以下入住者，均應要求補交（9月30日前）有關接
種證明；

有關證明書需證明該人士已完成相應年齡的預防接種計劃，或雖未完成相應年齡的預防接
種計劃，但已開始補接種程序，社會服務機構方可接受其申請；

未能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書者，社會服務機構應暫緩接受其申請直至達到第3點的要求；

若證明書表明該人士未完成相應年齡的預防接種且拒絕繼續完成接種，社會服務機構應拒
絕接受其申請並將有關個案轉介衛生當局；

對於需緊急入院的幼兒／兒童／少年，可予2個月的寛限期補交上述證明；

對於未完成相應年齡的預防接種計劃，但已開始補種程序的人士，社會服務機構應根據證
明書內的下次接種時間，追蹤入托／入住者是否已按時補種疫苗，直至有關證明書證明入
托／入住者已完成相應年齡的預防接種計劃；

社會服務機構需將上述疫苗接種證明書及個人接種手冊副本存入申請者的檔案內，以備監
察。

第1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一條規定任何人士在申請使用社會服務機構，特別是托兒所提供
的服務時，必須向該社會服務機構遞交附有由衛生中心發出的疫苗接種證明書正本及個人接種
手冊副本的健康證明。旨在確保所有人士在入托或入住社會服務機構前已按規定接種疫苗，預
防疫苗可預防疾病在社會服務機構的爆發及發生。為落實執行上述要求，制作下列指引供社會
服務機構參閱：















需要洗手的情況
       接觸眼、鼻和口前；             進食前；              處理食物前；             如廁後；
      手背污染後，如 : 
             打噴嚏後或其它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後；
             接觸或處理完糞便，尿片，嘔吐物，垃圾等污物後；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後；
       員工為每一個服務使用者處理尿片後均應立即洗手，在不能用水洗手而手部沒有明顯污染的
      情況下，可用酒精搓手液抹手取代洗手。

使用酒精搓手液注意事項 ：

     易燃

     小心濺眼 

     兒童需在監護人指引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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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手套後不要接觸自己的口、鼻，眼睛等黏膜；

配戴或脫下手套後必須立即洗手；

用過的手套必須放進堅固的膠袋 （且不要重開） ／ 有蓋垃圾桶；

用過的手套不要重複使用。









社會服務設施傳染病監測表
Form for Surveilla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ocial Service Facilities

設施名稱
Name of Facility：

填寫者
Completed by：

監測範圍（樓層、房號）
Surveillance scope： 

（Floor, room no.）

監測人數 
No. of monitored individuals：

日期
Date

（日DD／月MM）

週一
Mon

（  ／ ）

週二
Tue

 （  ／ ）

週三
Wed

（  ／ ） 

週四
Thu

（  ／ ）
 

週五
Fri

（  ／ ）

週六
Sat

（  ／ ）

週日
Sun

（  ／ ）

週一
Mon

（  ／ ）

週二
Tue

 （  ／ ）

週三
Wed

（  ／ ） 

週四
Thu

（  ／ ）
 

週五
Fri

（  ／ ）

週六
Sat

（  ／ ）

週日
Sun

（  ／ ）

發熱 Fever

腹瀉／嘔吐
Diarrhoea
／ Vomit

其他
Others

病
徵

人
數

N
o

. o
f i

nd
iv

id
ua

ls
 d

is
p

la
yi

ng
 s

ym
p

to
m

s

註： 1. 如未能進行網上填報，可填報此監測表。
             N. B.    Fill in this form if online reporting system is not available.
         2. 每天為服務使用者 ／ 員工作監測症狀，記錄於本表並作保存。
             Symptoms of service users ／ staff should be monitored daily and recorded in this form.
         3. 如突然出現不尋常情況，請填寫《社會服務設施傳染病集體不適通報表》，並立即通知衛生局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電話： 28533525） ／ 社會工作局（電話： 83997758）。
             Should there be any unusual condition, complete the “Notification Form of Collective Illness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ocial Service Facilities” and notify CDC 
            （Tel： 28533525） ／ IAS （Tel： 83997758） immediately.

皮膚出疹（包
括手足口病）
Skin rashes 
（including-
Hand-foot- 
mouth 
disease）

咽痛／流涕／
咳嗽

（包括感冒）
Sore throat／
Runny nose／ 
Cough
 （including 
common cold）















每日至少一次用1：100家用漂白水
（5.25%）清潔消毒經常接觸的地方，
如傢俬物品、復康用品、地板、廁所
和浴室，並在乾後用清水清潔及抹乾

詢問／觀察4.1

如被排泄物、嘔吐物、血液或同類污
物污染的地方，用1：10稀釋家用漂
白水（5.25%）清潔消毒骯髒，待15
至30分鐘後用清水清潔及抹乾

詢問／觀察4.2 （是：漂白水比率準確、
   消毒時間準確）

4.    保持設施內環境清潔和衛生

5.     保持廚房清潔及食物衛生

開動冷氣機 觀察3.3 （不適用：冬天／ 設施
  沒有設置冷氣機）

定期清洗冷氣機隔塵網 詢問3.4 分體式冷氣機：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中央調控冷氣機：
□每半年 □每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是：漂白水比率準確）

地氈每天吸塵和至少每月清洗 詢問4.3 （不適用：無地氈）

定期檢查及清潔院友床頭櫃 詢問4.4 □每天    □每週    □每月

每週清理花盤底部的積水及更換花
瓶內的清水

詢問4.5 （不適用：無花盤／
                    花瓶）

如發現蟲鼠為患的跡象，如老鼠排
泄物、蟑螂、蚊、蒼蠅等，設施會
採取適當的防預措施及行動

詢問4.6 □聯絡相關政府部門
□其他________________

適時檢查雪櫃温度 詢問／觀察5.1 冷凍格温度：______℃
冷藏格温度：______℃

定期清洗雪櫃 詢問5.2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定期清洗抽氣扇及抽油煙機 詢問5.3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_

食具放在乾淨的碗櫃內 觀察5.4



（是：漂白水比率、
           消毒時間準確）



8.     詢問清潔員工（姓名：               ）：在傳染病爆發期間，環境消毒的方法；有關程序應涉及
        8.1至8.3步驟。 

以1：100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家具，
地面及廁所，待15至30分鐘後，用
水沖洗並抹乾；特別留意廁所、廚
房及經常接觸表面如燈掣、門把及
扶手等的處理

詢問8.1

使用可棄的毛巾／紙巾初步清理染有
嘔吐物或排泄物的表面，然後使用
以上步驟消毒

詢問8.2

不宜接觸漂白水的設備（如：金屬表
面），採用70%之消毒酒精抹拭

詢問8.3

（是：漂白水比率、
            消毒時間準確）

9.    防疫物資管理工作

設施已按衛生局及社會工作局要求
儲備足夠設施一個月使用的防疫物
資儲備量
現存     外科口罩：   _______個
     一次性防護衣：   _______件
         一次性圍裙：   _______件
                     手套：   _______對
                     頭帽：   _______個
                     鞋套：   _______對

觀察／檢視
儲量記錄

9.1

倘設施內防疫物資儲量有改變更時，
會即時更新並記錄防疫物資數量及
其狀況                

詢問／觀察9.2

10.  專用車輛的管理及清潔

每日至少一次用1：100家用漂白水
（5.25%）清潔設施專用車輛，包括
車廂、扶手及座椅

詢問10.1 （不適用：設施沒有專
                    用車輛）

車內已備有酒精搓手液、口罩、紙
巾、嘔吐袋及垃圾袋等物資以便需
要時使用

觀察10.2 （不適用：設施沒有專
                    用車輛）

建議／補充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使用可棄的毛巾
      ／紙巾作初步清理）



（不適用：過往一年內沒
    有發生任何傳染病群集
    感染個案）



（是：漂白水比率準確
         、消毒時間準確）

（不適用：冬天／ 設
施沒有設置冷氣機）

分體式冷氣機：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
中央調控冷氣機：
□每半年 □每年  
□其他_______________

（是：漂白水比率準確）

（不適用：無地氈）

（不適用：無花盆
                   ／花瓶）

□聯絡相關政府部門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冷凍格温度：_____℃
冷藏格温度：_____℃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

□每週    □每月
□其他_______________



（是：漂白水比率、
            消毒時間準確）



8.     詢問清潔員工（姓名：               ）：在傳染病爆發期間，環境消毒的方法；有關程序應
        涉及8.1至8.3步驟。

以1：100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家具，
地面及廁所，待15至30分鐘後，用
水沖洗並抹乾；特別留意廁所、廚
房及經常接觸表面如燈掣、門把及
扶手等的處理

詢問8.1

使用可棄的毛巾／紙巾初步清理染
有嘔吐物或排泄物的表面，然後使
用以上步驟消毒

詢問8.2

不宜接觸漂白水的設備（如：金屬
表面），採用70%之消毒酒精抹拭

詢問8.3

（是：漂白水比率、
            消毒時間準確）

9.    防疫物資管理工作

設施已按衛生局及社會工作局要求
儲備足夠設施一個月使用的防疫物
資儲備量
現存     外科口罩：   _______個
     一次性防護衣：   _______件
         一次性圍裙：   _______件
                     手套：   _______對
                     頭帽：   _______個
                     鞋套：   _______對

觀察／檢視
儲量記錄

9.1

倘設施內防疫物資儲量有改變更時，
會即時更新並記錄防疫物資數量及
其狀況

詢問／觀察9.2

10.  專用車輛的管理及清潔

每日至少一次用1：100家用漂白水
（5.25%）清潔設施專用車輛，包括
車廂、扶手及座椅

詢問10.1 （不適用：設施沒有
                    專用車輛）

車內已備有酒精搓手液、口罩、紙
巾、嘔吐袋及垃圾袋等物資以便需
要時使用

觀察10.2 （不適用：設施沒有
                    專用車輛）

建議／補充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使用可棄的毛
巾/紙巾作初步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