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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員工安全與健康手冊》旨在讓員工熟悉地區事
故預防計畫。該計畫旨在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工
作環境。該計畫的要素涵蓋了廣泛的領域；所有
這些要素都是為了防止事故和傷害。  
 
單獨來看，計畫要素的影響微乎其微，但作為一
個綜合計畫，在各級員工的支援下，它可以降低
地區員工工傷的頻率和嚴重性。  
 
需要您花時間來閱讀這些資訊。通讀本手冊後，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您的主管。  
 
責任 
雇主有責任提供一個沒有公認危險的安全且健康
的工作場所：  
 
 制定、監督和執行安全規則。  
 為所有員工提供必要的安全訓練。  
 在任務需要時，確保員工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PPE）。  

 對所有事故進行調查，無論其嚴重性如何。 
 
員工必須：  
 
 瞭解並遵守所有的安全規則和程序。  
 及時向主管報告所有事故。  
 識別和報告所有潛在的危險，並在打造安全
和健康的工作場所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對安全工作承擔個人責任，在工作中運用常
識。  

 
無論我們做甚麼工作，都應始終把安全放在首
位！ 
 
安全政策  
本地區致力於為所有地區人員提供
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我們
的目標是，透過向員工提供安全資訊和適當的安
全訓練來降低意外傷害的頻率和嚴重性，以此作
為保護員工福利的一種手段。 

 

安全規則 
制定安全規則是為了減少意
外傷害的頻率和嚴重性。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預防的。  
您有責任遵守與您的工作有關的所有安全規則。 

 
 請向您的主管詢問與您的工作相關的具體安

全規則。 
 所有的安全規則都與員工運用常識和意識到

工作環境的危險有關。 
 不遵守安全規則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 
 
事故報告和調查 
向您的主管報告所有因危險
條件造成的事故和未遂事
故。如果您在工作中受傷，
您需要填寫一份線上的事故/事件報告表。請造訪
我們的網站 www.pswct.org，開始以電子方式提
交您的事故/事件報告。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傷並尋求醫療救護，請向您的現
場主管索取工傷索賠資訊表。您需要提交一份自我
保險人事故報告（SIF-2）。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pswct.org，開始以電子方式提交您的 SIF-2 
報告。 
  
一般來說，您不需要報告輕微、意外的傷害（割
傷、瘀傷和擦傷）。如果您不清楚是否應該報告
事故，請諮詢您的主管。 
 
急救規定 
本地區將向足夠數量的員工提
供急救訓練。法律規定每個地
區至少提供一名具備心肺復甦/急救資質的人員。
請向您的現場主管諮詢您所在地區具備相關資質
的人員。 
 
一般急救指引規定，應提供「急救包」供員工使
用。請向您的現場主管諮詢急救包的位置。 

安全委員會 

本地區設有一個安全委員會，由管理層任命和員
工選舉的成員組成。  
 

http://www.psw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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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監督事故預防計畫的有效
性。  
 
具體透過以下方式來實現： 
 
 審查外部機構的檢查報告。 
 審查事故調查以確保採取了糾正措施。 
 調查員工向他們報告的任何危險。 
 提供安全資訊和安全會議記錄，並張貼在所

有地區安全公告欄上。 
 
安全與健康訓練 
將為所有員工提供持續的安全與健康教育計畫，
從而努力提高員工對事故致因因素的認識，透過
展示管理層對員工安全的關注來提高士氣，並透
過將事故預防作為所有活動中積極、可取和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來促進員工對安全和健康條例的接
受。 
 
應急行動 
在員工的入職安全訓練期間
或調到新工作地點後，將對
所有員工進行應急行動訓
練。為每個地點制定的應急
行動計畫將用作訓練指引。  
 
以下是一些需要記住的重要事項： 
 
 瞭解緊急情況（火災、地震等）下的逃生路
線。瞭解緊急疏散程序，並參加消防和緊急疏
散演習。 

 知道應急設備（滅火器、火警報警盒、自然災
害工具包）的位置。 

 熟悉本地區的應急準備計畫（EPP），其涉及
各種危險以及在緊急情況或自然災害發生時應
採取的行動。 

 請向您的主管諮詢緊急逃生路線的張貼位置。  
 
危險報告 
危險就是即將發生的事故！請花
點時間想想您每天在工作中遇到
的危險。有時事故不會導致傷
害。這種事故通常被稱為「未遂事故」。應該立
即向您的主管報告「未遂事故」。您的主管將調
查該事件並做糾正措施評估。  

這是您的責任！ 
 
 員工有權利也有責任報告他們遇到的任何不

安全行為、狀況或程序。 
 以書面形式或透過電子郵件向您的主管報告

所有危險。 
 如果可能，將在現場消除所有危險隱患。有

些危險可能需要維修部門的進一步協助才能
解決。  

 危險報告表可以在您的安全公告欄上找到。 
           
個人防護裝備 
所有因工作需要使用個人防護裝
備的員工，將由他們的主管提供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說明。說明
將包括：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保養和維護要求。 
 個人防護裝備將免費提供給每位因工作需要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的員工。 
 在工作時不依照相關規定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的，都可能導致紀律處分。 
 
安全公告欄 
安全公告欄用於向員工傳達與
安全相關的資訊。  
瞭解安全公告欄的位置。安全
公告欄包含下列資訊： 

 
 安全委員會成員的姓名。 
 具備急救資質的人員的姓名。 
 緊急電話號碼。 
 安全委員會會議記錄。 
 《華盛頓工業安全與健康法》（WISHA）/安

全與健康部門（DOSH）規定要張貼的海
報。 

 危險報告表。 
 

 找出您所在地點的安全公告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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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安全計畫 
 
 
危險告知計畫   
危險告知計畫旨在確保員工瞭解
與其工作區域使用的產品相關的
化學危害。這些都符合新的全球
統一制度（GHS）標示要求，以確保化學品得到
一致和明確的標識。 
 
這被稱為工作場所中化學品的「工人知曉權」標
準。該標準規定： 
 
 員工可以獲得工作場所使用的所有化學品的

安全資料表（SDS）資訊。 
 應對員工進行訓練，使他們能夠正確使用與

他們所接觸的化學品相關的個人防護裝備。 
 所需的個人防護裝備將免費提供。 
 
請注意：我們不鼓勵員工攜帶家用化學品到工作
場所。在工作中使用任何消費者配方的清潔產品
之前，請諮詢您的主管。 
 
科學實驗室安全計畫    
本計畫的範圍是，確保在實驗室
處理危險化學品的員工瞭解危
險，知道正確的危險評估方法，
並清楚如何保護自己免受化學品的危害。  
 
該地區將指定一名化學衛生官員 (CHO) ，由其負
責制定一個書面的化學衛生計畫，並為在實驗室中
處理化學品的員工提供年度訓練。 

 
上鎖-掛牌計畫 
本計畫規定了能源的上鎖或掛
牌要求。  
 
它用於確保機器或設備與所有潛在的危險能源相
隔離，並在員工進行任何維修或維護活動之前將
其上鎖或掛牌，因為在這些活動中，意外的通
電、啟動或釋放儲存的能源可能會造成人員傷
害。 
 
 

受影響的員工將在其主管進行的初始工作安全訓
練中接受有關上鎖或掛牌程序的具體訓練。  

  
每位新進或轉崗的員工，以及在該區域工作或可
能在該區域工作的其他員工，都應接受有關上鎖
或掛牌程序的訓練。 

 
聽力保護計畫   
本計畫旨在保護員工，避免因
暴露於高職業雜訊水準下而造
成潛在的聽力損失。  
 
本地區標識了所有超過指定雜訊水準的區域，並
根據雜訊水準採取預防措施，從而減少員工對雜
訊的暴露。 

 
室外高溫暴露計畫（熱應激） 
對於所有需要在高溫天氣下進行
戶外工作的員工而言，高溫可能
導致嚴重疾病甚至死亡。暴露於
極端高溫下的工人可能會出現熱
相關疾病（HRI）的症狀，如熱痙攣、熱疹、熱
衰竭、暈厥、中暑等症狀。 
 
熱相關疾病還與跌倒、設備操作事故和其他工作
事故造成的傷害有關。室外高溫暴露規則在每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當員工暴露於不低於適
用溫度水準的室外高溫時）適用。我們鼓勵員工
經常喝水或其他可接受的飲料，以維持身體的水
分，並瞭解與熱有關的疾病的徵象和症狀，瞭解
它們如何影響他們的健康，以及如何預防此類疾
病。 
 
 
呼吸器計畫  
本計畫為工作中可能接觸空氣中
毒素的員工而制定，內容包括關
於正確使用呼吸器、過濾器類型、健康測試和訓
練的規定。  
 
在被要求佩戴呼吸器之前，受影響的員工將接受
醫學篩查和專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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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管理計畫  

根據《石棉危害緊急應變法》
（AHERA）對學校中的石棉
進行管理。  
 

根據《石棉危害緊急應變法》（AHERA）的規
定，各學區必須有一名經過適當認證的石棉管理
人員，對學校中存在的含石棉建築材料進行檢
查，制定管理計畫，並向家長、教師和員工組織
提供與石棉有關的通知。  
 

防墜落計畫 
本計畫旨在保護可能需要在
底層以上 4 英呎或更高處執
行任務或操作的地區員工。
受影響的員工將接受專門的防墜落訓練。  
 

遵循這些準則可以防止墜落：   
 

 使用樓梯時，務必使用扶手。  
 在含有冰、雪、岩石、油、水或其他不利或

不穩定物質或條件的表面行走時須小心謹
慎。 

 及時清理溢出物。  
 使樓梯、走道、過道和步行區沒有箱子、鬆

散材料、電線和其他物品，從而防止墜落的
危險。 

 選擇與工作環境相適應的舒適安全的鞋子。 
 不要站在或爬上桌子、椅子或其他不穩定的

表面上去拿東西。請使用梯子！ 
 

密閉空間計畫 
根據該計畫，所有符合 
WISHA/DOSH 關於密閉空間定
義的地點，均需根據其可能出現
的任何危險條件進行標識和分類。  
 

密閉空間是指大小足以讓員工進入或突破入口
面、有限制性的進入或離開方式、不利於自然通
風以及不適合員工連續逗留的空間。  
 

密閉空間的範例包括但不限於：儲罐、隧道、壕
溝、地窖、金庫、下水道和/或筒倉。 
 

各地區應標識所有密閉空間，並制定密閉空間進
入政策和程序。  
 

如果沒有接受過密閉空間進入程序的訓練，也沒
有完全執行密閉空間進入程序，則不要進入密閉
空間，也不要用身體的任何部位突破入口面。  
 

血源性病原體暴露控制計畫 
該計畫規定了保護員工免於接觸可
能含有血源性病原體的血液或其他
潛在傳染性物質（OPIM）的要求。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和乙型肝炎病毒
（HBV）都屬於血源性病原體。工作中需要接觸
血液或其他潛在傳染性物質的員工，將接受進一
步訓練。  

工作場所安全指引 

安全提舉重物  

大多數背部受傷都是由於不正確的提舉造成。透
過練習正確的提舉和搬運技巧來保護您的背部。
請記住：預防背傷比從背傷中恢復更容易！  
 

準備進行提舉—— 想想您要提舉的重物。問問您
自己：  
 

 我可以單獨提舉起它嗎？  
 我是否需要機械幫助，譬如手推車或搬運

車？  
 一個人搬運是否太不方便？  
 我是應該向同事尋求幫助，還是應該對負荷

進行拆分？ 
 

如果您認為物體的重量在您能夠自行處理的範
圍，請按照下列步驟進行： 
 

收緊您的骨盆—— 收緊您的胃部肌肉，收緊您的
骨盆。收緊胃部肌肉有助於為下背部提供自動支
撐。 
 

彎曲您的膝蓋 - 提舉任何東西的時候都要彎曲您
的膝蓋。這有助於保持您的重心，讓您腿部強壯
的肌肉在保護您的背部的同時做提舉的工作。 
 

抱住重物 - 將您要提舉的物體盡可能地靠近您的
身體。提舉時保持背部直立。逐漸伸直雙腿至站
立姿勢，以提舉重物。 
 

抬起重物 - 提舉重物時，確保您的雙腳、膝蓋和
軀幹都朝向重物。  



 6 

站直，然後以腳為軸轉動。負重時用腳改變方
向，而不是透過扭動身體。同時扭動和提舉會讓
您的脊椎超負荷。準備放下重物時，讓您的腳朝
向重物。  
 
放下重物 - 如果可能的話，選擇地板以外的地方
放下重物，因此如果必須再次移動重物，重物將
更容易拾起。避免將重物舉過肩高。  

辦公室人體工學 

不可否認，電腦已經永 
遠改變了工作場所。 
它們使勞動者的各項日常工作變得更加容易。  
 
雖然電腦對工作有幫助，但它們也可能帶來人體
工學風險。手和手臂的重複運動會導致重複性勞
損（RSI）。此外，不正確的姿勢會導致背部、頸
部和眼睛疲勞。  
 
這些傷害在工作場所發生得太頻繁了。大多數時
候，我們認為工傷是由於非常劇烈的身體活動造
成的，但事實是，即使是最常見的辦公室工作也
會導致受傷。採取一些預防措施就可以把您從痛
苦和折磨中解救出來。以下是一些簡單的指引來
幫您預防在工作場所發生的重複性勞損。 
 
椅子  
 
 設置椅子的高度，以便用擱腳板支撐雙腳，
或者如果工作臺高度允許，將雙腳平放在地
板上。 

 確保您的軀幹和腿之間的角度大於 90 度。  
 在座位的前部和膝蓋後部之間留出 2-4 英吋
的空間。 

 放鬆您的肩膀。  
 支撐前臂，同時保持肘部和手腕處於中立位
置，手腕在肘部或低於肘部的高度。 

 將靠背幾乎豎直放置，如果有頭部支撐，則
稍微傾斜。  

 微調靠背，為您的腰部曲線提供充分支撐。 
 
鍵盤  
 
 調整鍵盤以保持手臂、手腕和手在一條直線

上。您的手應該比肘部略低。  

 將滑鼠和鍵盤放在同一高度，滑鼠靠近鍵盤。  
 在鍵盤下方留出足夠的空間讓您的膝蓋和腿活

動（至少 1-2 英吋）。  
 

顯示器  
 
 直接放在鍵盤前面（以鍵盤的「g/h」分割點

為中心），螢幕頂部在眼睛的水平線上或下
方（距離眼睛至少 24 英吋）。  

 調整螢幕角度以消除眩光。  
 使用資料架，將文件放在盡可能靠近顯示器

的地方，最好與顯示器處於相同的高度和檢
視距離。  

 用直接工作照明適當地照亮文件。  
 為了減輕眼睛疲勞，請定期將視線從顯示器

上移開，並眺望遠處的物體。  
 
 
 
 
 

 

 

滑倒、絆倒和跌倒 

多年來，在工人賠償保險計畫
中，滑倒、絆倒和跌倒一直是
工傷的主要原因。  
 
在一個典型的保險年度，大約 25% 的報告傷害可
歸因於各種類型的滑倒、絆倒和跌倒。我們希
望，透過回顧以下重要的安全準則，學校員工能
更好地認識、評估和控制這些危險。 
 
為避免滑倒、絆倒和跌倒，請遵循以下一般準
則： 

 
 環境意識——行走時注意您周圍的環境。 
 慢慢來——在匆忙的時候，您更有可能走捷

徑，更容易心不在焉。 
 使用扶手——尤其是在臺階和斜坡上。 
 穿合適的鞋——防滑的平底鞋，橡膠底，寬

鞋面設計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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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摔倒危險發生在潮濕或結冰的地面。浴室、
飲水機和自助餐廳周圍都存在潮濕或結冰的地
面。 

 
 慢慢來——慢慢地、小心地行走。 
 避開潮濕或結冰的地方——選擇一條更安全

的路線到達目的地。 
 在寒冷或多雨的天氣裡，要特別小心可能有

積冰的行走區域。 
 
除了潮濕、結冰和濕滑的地面之外，學區員工還
會遇到以下情況的絆倒危險： 
 
 辦公室設備的盒子——將盒子和存放物品放

在走道之外。 
 電線——為了避免絆倒危險，必須妥善整理

電腦和設備電線。 
 墊子和地毯——確保墊子和地毯是安全的，

沒有捲起的邊緣。 
 書桌和文件櫃抽屜——不使用時，使書桌和

檔櫃抽屜保持關閉。 
 停車場的減速帶和保險槓擋塊——減速帶和

保險槓擋塊應塗漆以提高可見度。天黑時仍
然很難看見它們。 

 孔洞和不平坦的人行道——向維護人員報告
孔洞和不平坦的表面，以便進行修復。 

 
請花些時間來評估您的工作區域是否有任何可能
遇到的摔倒危險。 

安全使用梯子 

梯子的安全問題往往被忽視。每年
有超過 50 萬人因從梯子上墜落而
受傷。大多數此類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受害者違
反安全使用梯子的基本規則。   
 
可擕式梯子在我們學區的各種場合使用：維護場
合、教學場合和行政場合。未正確使用可擕式梯
子會導致跌倒，造成嚴重傷害，或者在某些情況
下導致死亡。   
 
我們的目標是向學區成員提供安全資訊，以減少
潛在的傷害。  
 
 

請遵循梯子安全使用準則。 
 
 使用長度合適的梯子到達您需要的高度。椅

子、箱子和桌子不是梯子，站在上面不安
全。 

 務必選擇能承受您體重的合適梯子，以便完
成您要做的工作。 

 使用梯子前請先檢查一下。使用前檢查梯
級、支架和側軌。切勿使用損壞的梯子。  

 將梯子的腳放在堅實、平坦的地面上。梯子
每上升 4 英呎，梯子底部就應該離牆 1 英
呎。伸縮梯的上部和下部應重疊以保持穩定
性。 

 面朝梯子，攀爬時雙手要抓牢。待在梯子軌
道的中心。 

 不要靠在梯子的邊上。您的安全帶扣不應超
過側軌。工具應該使用工具帶攜帶或用手繩
升降  

 在單向梯或加長梯上，切勿站在從頂部開始
的第三階以上，亦勿爬到梯子接觸牆壁或垂
直支撐點以上。 

 
工傷賠償申請——線上提交 

 
我在工作中受傷了，需要去就
診。接下來我要做甚麼？ 

 
把您的受傷情況通知您的主管。請造訪我們
的網站 www.pswct.org，開始提交電子形式
的傷害索賠表（SIF-2）。只有在您所受的傷
害需要醫療救護時，才應填寫線上索賠表。  
 
填寫線上表格後，您的地區索賠管理員將收
到一份副本。在線上填寫完表格後，將向您
提供相關文書供帶給醫師。Puget Sound 
Workers’ Compensation Trust 的索賠經
理將與您聯絡，討論您的索賠事宜。 
 
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絡 Puget Sound 
Workers’ Compensation Trust，電話為  
（425）917-7667。

http://www.pswct.org/


 

工人賠償申報資訊 
 

如果發生工作場所傷害或疾病 
 

        本地區 受華盛頓州工業保險法制約，並已獲該州批准，可以支
付其自身的工人賠償福利。自我承保的雇主必須提供法律規定的所有福利。您的雇主是
否遵守了這些法律，由勞動與工業部監管。如果您在工作中受傷或患上職業病，您有權
享受工業保險福利。您的雇主會處理您的索賠，並支付您的福利。 

 

如果受傷或生病 
 

請向您的主管報告您的受傷或疾病情況（如下所列）。 
 

您的雇主將為您提供一份「自我保險事故報告」（SIF-2）。如果您尋求治療，您
必須與您的雇主一起填寫這份表格。 

 

獲得醫療救護。您有權去您選擇的醫師處就診。 
 

在您的醫師辦公室填寫一份「醫師初始報告」表格。讓您的醫師將這份表格郵寄到
您雇主的索賠管理地址（見下文）。理賠管理員將評估您的索賠要求。由規定範圍
內的工傷或職業病導致的所有醫療費用，將由您的雇主支付。您可能有權獲得補發
工資或其他福利。您的雇主會向您解釋這一點。 

 

重要提示 
 

您的雇主不能剝奪您提出索賠的權利，亦不得因為您提出索賠而對您進行懲罰或歧視。每
名工人在因工作而受傷或生病時，都有權享受工傷賠償。 
 

工人提出的任何虛假索賠，都可能被依法起訴。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透過以下地址或電話聯絡您的雇主代表，或致電勞動與工業部
門自我保險辦公室（360）902-6901。 
 

雇主必須填寫以下內容： 

將您所受傷害報告給：  索賠管理地址： 

 
您的主管或現場經理 Puget Sound Workers Compensatio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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