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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员工安全与健康手册》旨在让员工熟悉地区事
故预防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健康的工
作环境。该计划的内容涵盖了广泛的领域；所有
这些内容都是为了防止事故和伤害。  
 
单独来看，计划要素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作为一
个综合计划，在各级员工的支持下，它可以降低
地区员工工伤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需要您花时间来阅读这些信息。阅读完本手册
后，您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上级。  
 
责任 
雇主有责任提供一个没有公认危险的安全和健康
的工作场所：  
 
 制定、监督和执行安全规则。  
 为所有员工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  
 在任务需要时，确保员工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PPE）。  
 对所有事故进行调查，无论其严重程度如

何。 
 
员工必须：  
 
 了解并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则和程序。  
 及时向上级报告所有事故。  
 识别和报告所有潜在的危险，并在创造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场所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对安全工作承担个人责任，在工作中运用常

识。  
 
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始终都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安全政策  
本地区致力于为所有地区人员提供
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
的目标是通过向员工提供安全信息和适当的安全
培训来降低意外伤害的频率和严重性，以此作为
保护员工福利的一种手段。 

 

安全规则 
制定安全规则是为了减少意
外伤害的频率和严重性。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  
您有责任遵守与您的工作有关的所有安全规则。 

 
 请向您的主管询问与您的工作相关的具体安

全规则。 
 所有的安全规则都与员工运用常识和意识到

工作环境的危险性有关。 
 不遵守安全规则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 
 
事故报告和调查 
向您的主管报告所有因危险
条件造成的事故和险情。如
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您需要
在线填写一份事故/意外报告表。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 www.pswct.org，开始以电子方式提交您的意
外/事故报告。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并寻求医生的治疗，请向您的
现场主管索取工伤索赔信息表。您需要提交一份自
我保险事故报告（SIF-2）。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pswct.org，开始提交您电子形式的 SIF-2 报
告。 
  
一般来说，您不需要报告轻微的意外伤害（割
伤、瘀伤和擦伤）。如果您不清楚是否应该报告
事故，请咨询您的主管。 
 
急救规定 
本地区将培训足够数量的掌握
急救技能的员工。法律规定每
个地区至少提供一名具备心肺复苏/急救资质的人
员。请向您的现场主管咨询您所在地区具备相关
资质的人员。 
 
一般急救指南规定，应提供“急救包”供员工使
用。请向您的现场主管咨询急救包的位置。 

安全委员会 

本区有一个安全委员会，由管理层任命和员工选
举的成员组成。  

 

http://www.psw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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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事故预防计划的有效
性。  
 
该委员会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职能： 
 
 审查外部机构的检查报告。 
 审查事故调查以确保采取了纠正措施。 
 调查员工向他们报告的任何危险。 
 提供安全信息和安全会议记录，并张贴在所

有地区安全公告栏上。 
 
安全与健康培训 
将为所有员工提供持续的安全和健康教育，从而
努力提高员工对事故原因的认识，通过展示管理
层对员工安全的关注来提高士气，并通过将事故
预防作为所有活动中积极、可取和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来促进员工对安全和健康条例的遵守。 
 
紧急行动 
在员工的安全培训期间或调
到新工作地点后，将对所有
员工进行应急行动培训。为
每个地点制定的应急行动计
划将用作培训指南。  
 
以下是一些需要记住的重要事项： 
 
 了解紧急情况（火灾、地震等）时的逃生路

线。了解紧急疏散程序，并参加消防和紧急疏
散演习。 

 知道应急设备的位置（灭火器、火警拉响箱、
自然灾害工具包）。 

 熟悉本区的应急准备计划（EPP），该计划涉
及各种危险和紧急情况或自然灾害发生时应采
取的行动。 

 请向您的主管咨询紧急逃生路线的张贴位置。  
 
危险报告 
危险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故！请花
点时间想想您每天在工作中遇到
的危险。有时事故不会导致伤
害。这种事故通常被称为“未遂事故”。应该立
即向您的主管报告“未遂事故”。您的主管将调
查该事件并评估纠正措施。  
 

这是您的责任！ 
 
 员工有权利也有责任报告他们遇到的任何不

安全行为、状况或程序。 
 以书面形式或通过电子邮件向您的主管报告

所有危险。 
 如果可能，将在现场消除所有危险隐患。有

些危险可能需要维修部门的进一步帮助才能
解决。  

 危险报告表格可以在您的安全公告栏上找
到。 

           
个人防护装备 
所有需要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的员
工，将由他们的主管提供个人防
护装备的使用指导。指导内容包
括： 
 
 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保养和维护要求。 
 个人防护装备将免费提供给每位需要使用个

人防护装备的员工。 
 在工作时不按照相关要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都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安全公告栏 
安全公告栏用于向员工传达与
安全相关的信息。  
务必了解安全公告栏的位置。
安全公告栏包含下列信息： 

 
 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姓名。 
 具备急救资质的人员的姓名。 
 紧急电话号码。 
 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 
 《华盛顿工业安全和健康法》（WISHA）/安

全和健康部门（DOSH）规定要张贴的海
报。 

 危险报告表。 

 

 找出您所在地的安全公告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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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计划 
 
 
危险告知计划   
危险告知计划的制定是为了确保
员工了解与其工作领域使用的产
品相关的化学危害。这些都符合
新的全球统一制度（GHS）标签要求，以确保化
学品得到一致和明确的识别。 
 
这被称为工作场所化学品的“工人知晓权”标准。
该标准规定： 
 
 员工可以获得工作场所使用的所有化学品的

安全数据表（SDS）信息。 
 应对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正确使用与

他们所接触的化学品相关的个人防护装备。 
 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将免费提供。 
 
请注意：我们不鼓励员工携带家用化学品上班。
在工作中使用任何消费者配方的清洁产品之前，
请咨询您的主管。 
 
科学实验室安全计划    
该计划的范围是确保在实验室从
事危险化学品工作的员工了解危
险，知道正确的危险评估方法，
并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化学品的危害。  
 
该地区将指定一名化学卫生官员(CHO)制定书面的
化学卫生计划，并为在实验室中处理化学品的员工
提供年度培训。 

 
锁定-标记计划 
本计划规定了能源的锁定或标
记要求。  
 
它用于确保机器或设备与所有潜在的危险能源隔
离，并在员工进行任何维修或维护活动之前将其
锁定或标记出来，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意外的通
电、启动或释放储存的能源可能会造成人员伤
害。 
 
 

受影响的员工将在其主管进行的初始工作安全培
训中接受有关锁定或标记程序的具体培训。  

  
每位新进或转岗的员工，以及在该区域工作或可
能在该区域工作的其他员工，都应接受有关锁定
或标记程序的培训。 

 
听力保护计划   
该计划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员工
避免因暴露在高职业噪声水平
下而造成潜在的听力损失。  
 
本地区确定了所有超过指定噪音水平的区域，并
根据噪音水平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减少员工对噪
音的暴露。 

 
室外高温暴露防护计划（热应
力） 
对于所有需要在高温天气下进行
户外工作的员工而言，高温可能
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暴露在
极端高温下的工人可能会出现热相关疾病
（HRI）的症状，如热痉挛、热疹、热衰竭、晕
厥、中暑等症状。 
 
热相关疾病还与跌倒、设备操作事故和其他工作
事故造成的伤害有关。室外高温暴露规则在每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当员工暴露于室外高温
时）适用。我们鼓励员工经常喝水或其他可接受
的饮料，以维持身体的水分，并了解与热有关的
疾病的迹象和症状，了解它们如何影响他们的健
康，以及如何预防此类疾病。 
 
 
呼吸器计划  
本计划为那些在工作中可能接触
到空气中毒素的员工而制定，内
容包括关于正确使用呼吸器、过滤器类型、健康
测试和培训的规定。  
 
在被要求佩戴呼吸器之前，受影响的员工将接受
体检和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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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管理计划  

根据《石棉危害紧急反应法》
（AHERA）对学校中的石棉进行
管理。  
 
根据《石棉危害紧急反应法》（AHERA）的规
定，各学区必须有一名经过适当认证的石棉管理
人员，对学校中存在的含石棉建筑材料进行检
查，制定管理计划，并向家长、教师和员工组织
提供与石棉有关的通知。  

 
防止坠落计划 
制定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保
护可能需要在较低楼层以上 4 
英尺或更高处执行任务或操
作的地区员工。受影响的员工将接受专门的防坠
落培训。  
 
遵循这些准则可以防止跌倒：   

 
 使用楼梯时，务必使用扶手。  
 在含有冰、雪、岩石、油、水或其他不利或

不稳定物质或条件的表面行走时要小心。 
 及时清理溢出物。  
 保持楼梯、走道、过道和步行区没有箱子、

松散的材料、电线和其他物品，从而防止坠
落的危险。 

 选择与工作环境相适应的舒适安全的鞋子。 
 不要站在桌子、椅子或其他不稳定的表面上

去拿东西。请使用梯子！ 
 
密闭空间计划 
根据该方案，所有符合 
WISHA/DOSH 关于密闭空间定
义的地点都要根据它们可能出现
的任何危险条件进行识别和分类。  
 
密闭空间是指大小足以让员工进入的空间，有限
制性的进入或离开方式，不利于自然通风，并且
不是为员工连续居住而设计的。  
 
密闭空间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储罐、隧道、壕
沟、地窖、金库、下水道和/或筒仓。 

 

各地区应识别所有密闭空间，并制定密闭空间进
入政策和程序。  
 
如果没有接受过密闭空间进入程序的培训，也没
有完全执行密闭空间进入程序，则不要进入密闭
空间，也不要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打破进入的平
面。  

 
血源性病原体暴露控制计划 
该计划规定了保护员工免于接触
可能含有血源性病原体的血液或
其他潜在传染性物质（OPIM）的
要求。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乙型肝炎病毒
（HBV）都属于血源性病原体。在工作中需要接
触血液或其他潜在传染性物质的员工将接受进一
步培训。  
 

工作场所安全指南 

安全搬运重物  

大多数背部受伤都是由于不正确的搬运造成的。
通过练习正确的提举和搬运技巧来保护您的背
部。请记住：预防背伤比从背伤中恢复更容易！  
 
准备进行抬举—— 想想您要抬起的重物。问问你
自己：  

 
 我可以单独举起它吗？  
 我是否需要借助机械，比如手推车或台车？  
 一个人搬运是否太不方便？  
 我是应该向同事寻求帮助，还是应该对负荷

进行拆分？ 
 
如果您认为物体的重量在您能够自行处理的范
围，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收紧您的骨盆—— 收紧您的胃部肌肉，收紧您的
骨盆。收紧胃部肌肉有助于为下背部提供自动支
撑。 
 
弯曲您的膝盖 - 举起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弯曲您
的膝盖。这有助于保持您的重心，让您腿部强壮
的肌肉在保护您的背部的同时做提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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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住重物 - 将您要提举的物体尽可能地靠近您的
身体。举起时保持背部直立。逐渐伸直双腿至站
立姿势，以提举重物。 

 

抬起重物 - 当您抬起重物时，确保您的双脚、膝
盖和躯干都指向重物。  
站直，然后以脚为轴转动。当您负重时，用脚改
变方向，而不是 通过扭动身体。同时扭动和抬起
会让您的脊椎超负荷。当您准备放下重物时，让
您的脚朝向重物。  
 

放下重物 - 如果可能的话，选择地板以外的地方
放下重物，这样如果必须再次移动重物，重物将
更容易拾起。避免将重物举过肩高。  

办公室人体工程学 

不可否认，电脑已经永远改
变了工作场所。 
它们使劳动者的各项日常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虽然电脑对工作有帮助，但它们也可能带来人体
工程学风险。手和手臂的重复运动会导致重复性
劳损（RSI）。此外，不正确的姿势会导致背部、
颈部和眼睛疲劳。  
 

这些伤害在工作场所发生得太频繁了。大多数时
候，我们认为工伤是由于非常剧烈的身体活动造
成的，但事实是，即使是最常见的办公室工作也
会导致受伤。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可以把您从痛
苦和折磨中解救出来。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指导意
见来帮您预防在工作场所发生的重复性劳损。 
 

椅子  
 

 设置椅子的高度，以便用搁脚板支撑双脚，
或者如果工作台高度允许，将双脚平放在地
板上。 

 确保您的躯干和腿之间的角度大于 90 度。  
 在座位的前部和膝盖后部之间留出 2-4 英寸

的空间。 
 放松您的肩膀。  
 支撑前臂，同时保持肘部和手腕处于中立位

置，手腕在肘部或低于肘部的高度。 
 将靠背几乎竖直放置，如果有头部支撑，则

稍微倾斜。  
 微调靠背，为您的腰部曲线提供充分支撑。 

 

键盘  
 
 调整键盘以保持手臂、手腕和手在一条直线

上。您的手应该比肘部略低。  
 将鼠标和键盘放在同一高度，鼠标靠近键盘。  
 在键盘下方留出足够的空间让您的膝盖和腿活

动（至少 1-2 英寸）。  
 

显示器  
 
 直接放在键盘前面（以键盘的“g/h”分割为

中心），屏幕顶部在眼睛的水平线上或下方
（距离眼睛至少 24 英寸）。  

 调整屏幕角度以消除眩光。  
 使用文件夹将文件放在尽可能靠近显示器的

地方，最好与显示器处于相同的高度和观看
距离。  

 用直接任务照明适当地照亮文档。  
 为了减轻眼睛疲劳，请定期将视线从显示器

上移开，并眺望远处的物体。  
 
 
 
 
 

滑倒、绊倒和跌倒 

多年来，在工人赔偿保险项目
中，滑倒、绊倒和跌倒一直是工
伤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典型的保险年度，大约 25% 的报告伤害
可归因于各种类型的滑倒、绊倒和跌倒。我们希
望通过回顾以下重要的安全准则，学校员工能更
好地认识、评估和控制这些危险。 
 
为避免滑倒、绊倒和跌倒，请遵循以下一般准
则： 

 
 环境意识——行走时注意您周围的环境。 
 慢慢来——在匆忙的时候，您更有可能走捷

径，更容易心不在焉。 
 使用扶手——尤其是在台阶和斜坡上。 
 穿合适的鞋——防滑的平底鞋，橡胶底，宽

鞋面设计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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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摔倒危险发生在潮湿或结冰的地面。浴室、
饮水机和自助餐厅周围都存在潮湿或结冰的地
面。 

 
 慢慢来——慢慢地、小心地行走。 
 避开潮湿或结冰的地方——选择一条更安全

的路线到达目的地。 
 在寒冷或多雨的天气里，要特别小心可能有

积冰的行走区域。 
 
除了潮湿、结冰和湿滑的地面之外，学区员工还
遇到了以下情况的绊倒危险： 
 
 办公室设备的盒子——将盒子和存储物品放

在走道之外。 
 电线——为了避免绊倒危险，必须妥善管理

计算机和设备电线。 
 垫子和地毯——确保垫子和地毯是安全的，

没有卷起的边缘。 
 书桌和文件柜抽屉——不使用时，保持书桌

和文件柜抽屉关闭。 
 停车场的减速带和保险杠挡块——减速带和

保险杠挡块应涂漆以提高可见度。天黑时仍
然很难看见它们。 

 孔洞和不平坦的人行道——向维护人员报告
孔洞和不平坦的表面，以便进行修复。 

 
请花些时间来评估您的工作区域是否有任何可能
遇到的摔倒危险。 

安全使用梯子 

梯子的安全问题往往被忽视。每年
有超过 50 万人因从梯子上坠落而
受伤。大多数此类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受害者违反
了安全使用梯子的基本规则。   
 
便携式梯子在我们学区的各种场合使用：维护场
合、教学场合和管理场合。未正确使用便携式梯
子会导致跌倒，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在某些情况
下导致死亡。   
 
我们的目标是向学区成员提供安全信息，以减少
潜在的伤害。  
 
 

请遵循梯子安全使用指南。 
 
 使用长度合适的梯子到达您需要的高度。椅

子、箱子和桌子不是梯子，站在上面不安
全。 

 务必选择能承受您体重的梯子，以便完成您
要做的工作。 

 使用梯子 前 请先检查一下。使用前检查横
杆、支架和侧轨。切勿使用损坏的梯子。  

 将梯子的脚放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梯子
每上升 4 英尺，梯子底部就应该离墙 1 英
尺。伸缩梯的上部和下部应重叠以保持稳定
性。 

 面朝梯子，攀爬时 双 手抓牢。待在梯子轨道
的中心。 

 不要靠在梯子的边上。您的安全带扣不应超
过侧轨。工具应用工具带携带或用手绳升降  

 在单向梯或加长梯上，千万不要站在从顶部
开始的第三级以上，也不要爬到梯子接触墙
壁或垂直支撑点以上。 

 
工伤赔偿申请——在线提交 
 
我在工作中受伤了，需要去看
医生。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把您的受伤情况通知您的上司。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www.pswct.org，开始提交电子形
式的伤害索赔表（SIF-2）。只有在您所受的
伤害需要医疗护理时，才应填写在线索赔
表。  
 
完成在线表格后，您的地区索赔管理员将收
到一份副本。在网上填写完表格后，将向您
提供相关文件，以便您去就医。Puget 
Sound 工人赔偿信托公司负责办理索赔事宜
的经理将与您联系，讨论您的索赔。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 Puget Sound 工人赔
偿信托公司，电话为  
（425）917-7667。

http://www.pswct.org/


 

工人赔偿申报信息 
 

如果发生工作场所伤害或疾病 
 

        本地区  受华盛顿州工业保险法管辖，并已得到华盛顿州的批
准，可以支付自己的工人赔偿福利。自行投保的雇主必须提供法律规定的所有福利。您
的雇主是否遵守了这些法律，由劳动和工业部监管。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患上职业
病，您有权享受工业保险福利。您的雇主会处理您的索赔，并支付您的福利。 

 

万一受伤或生病 
 

请向您的主管报告您的受伤或疾病情况（如下所列）。 
 

您的雇主将为您提供一份“自我保险事故报告”（SIF-2）。如果您寻求治疗，您
必须与您的雇主一起填写这份表格。 

 

获得医疗保健。您有权去看您选择的医生。 
 

在您的医生办公室填写一份“医生初始报告”表格。让您的医生将这份表格邮寄到
您雇主的索赔管理地址（见下文）。理赔管理员将评估您的理赔要求。由规定范围
内的工伤或职业病导致的所有医疗费用将由您的雇主支付。您可能有权获得工资替
代或其他福利。您的雇主会向您解释这一点。 

 

重要提示 
 

您的雇主不能剥夺您提出索赔的权利，您的雇主也不得因为您提出索赔而对您进行惩罚或
歧视。每名工人在因工作而受伤或生病时，都有权享受工伤赔偿。 
 

工人提出的任何虚假索赔都可能被依法起诉。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通过以下地址或电话联系您的雇主代表，或致电劳动和工业部
门自我保险办公室（360）902-6901。 
 

雇主必须填写以下内容： 

将您所受伤害报告给：  索赔管理地址： 

 
您的主管或现场经理 Puget Sound Workers’ Compensation Trust 

       地址：800 Oakesdale Ave SW 
       Renton WA 98057-5221 
       电话：（425）917-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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