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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香港法例第132章 第27節

第 節第 節 法例 合約條文 指引篇法例 合約條文 指引篇

< 2006年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 >

如在任何建築地盤內積水發現蚊幼蟲或蚊蛹，

或未能改善潛在蚊子滋生地，該地盤的承建商即或未能改善潛在蚊子滋生地，該地盤的承建商即

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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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發展局技術通告 8/2010 『工地清潔及整理』

第 節第 節 法例 合約條文 指引篇法例 合約條文 指引篇

• 每日需清潔工地範圍，包括工地周邊2.5 公尺
的公眾地方的公眾地方

• 工地整潔如達到合格水平，承建商可獲得以
下的資助金額

工程合約金額 資助金額工程合約金額 資助金額

小於 $50M 的工程 合約金額的 2% 

$50M 至 $100M 的工程 合約金額的 1 2%$50M 至 $100M 的工程 合約金額的 1-2% 

超過 $100M的工程 合約金額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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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發展局技術通告 22/2003 及22/2003A

第第 例 文例 文

『改善工地整潔及控制蚊患』

承建商季度的表現評核 共分十個部分 如工• 承建商季度的表現評核，共分十個部分。如工

地整潔或防蚊措施表現不合格，第六部份 (一般義

務) 及第七部份 (業界操守) 會被評為不合格。

除此之外 如承建商觸犯了香港法例第132章 第27• 除此之外，如承建商觸犯了香港法例第132章 第27

節 (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 ) ，有關記錄，也

會影響承建商未來投標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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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建築署指引 10/2004『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患管理』(1/3)

誘蚊產卵器指數 相應控蚊策略

每日檢查工地清潔一次，每週檢查
一級: 小於 5% 每日檢查工地清潔 次 每週檢查

工地整潔一次

二級: 5% 至小於 20% 在一級的基礎上，每週加滅蚊一次二級: 5% 至小於 20% 在一級的基礎上，每週加滅蚊一次

三級: 20% 至小於 40% 在二級的基礎，每週加滅蚊一次及
檢查工地整潔 次 另承建商每月(或所屬區域有一宗本地登革熱 /

日本腦炎個案)

檢查工地整潔一次，另承建商每月
進行一次獨立巡查

四級: 40% 及以上 深化以上的控蚊行動 另部門安全四級: 40% 及以上
(或所屬區域有二宗本地登革熱 /
日本腦炎個案)

深化以上的控蚊行動，另部門安全
及環境顧問組進行獨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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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建築署指引 10/2004『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患管理』(2/3)

• 備有每日及每週的檢查清單，供工程團隊使用

(新工程 / 保養工程)
每日工地整潔檢查清單

(新工程 )
每週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患

(保養工程 )
每週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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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工地整潔檢查清單 每週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患
檢查清單

每週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
患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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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 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法例、合約條文、指引篇
建築署指引 10/2004『工地整潔, 控蚊及鼠患管理』(3/3)

部門安全及環境
顧問組

獨立審核
合格不合格

承建商十四天內
提交改善計劃書

承建商七天內提
交跟進記錄

獨立審核清單

再次獨立審核

不合格合格
獨立審核清單

需要審核的工地一般會:

(1) 處於蚊患嚴重的區域; 或

(2) 經部門安全及環境顧問於
承建商七天內提

交 進記錄

承建商季度
表現評核報告
第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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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部門安全及環境顧問於
評估後揀選

交跟進記錄 第六 / 七部份
不合格



第二節第二節 -- 登革熱認識篇登革熱認識篇

病媒 (白紋伊蚊)

<壽命>

雄蚊能活 星期 雌蚊能活 星期• 雄蚊能活1星期，雌蚊能活 3 星期

<產卵>產卵

• 由卵變為成蟲，平均需時七天

在產卵前必須吸血 次• 在產卵前必須吸血一次

• 產卵約100至300個

• 卵的抗旱力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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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 -- 登革熱認識篇登革熱認識篇

白紋伊蚊的生活習性

• 吸血高峰期出現於日出後兩小時吸 高峰期出現於 出後兩小時

內及日落前兩小時內

成蚊飛行距離約100米• 成蚊飛行距離約100米

• 幼蟲在細水體也可中滋生，常見

傳播途徑傳播途徑

於市區或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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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 -- 登革熱認識篇登革熱認識篇

登革熱類別登革熱類別 典型典型
登革熱登革熱

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
出血症出血症

• 病毒可分為四類型 (1,2,3,4

型)，死亡率約 5%出血症出血症
• 潛伏期為三至十四天，常

見為四至七天

會有 高
病者可惡化至出血性登
革熱，並進一步出血、
休克 嚴重時可引致死

• 會有三至五日的高燒、嚴

重頭痛、後眼窩疼痛、關

節及肌肉疼痛、出疹、噁休克，嚴重時可引致死
亡，而死亡率可達40%

節及肌肉疼痛、出疹、噁

心嘔吐、牙肉和鼻孔出血

• 病情嚴重者可出現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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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嚴重者可出現進 步

出血及休克，甚至死亡



第三節第三節 -- 日本腦炎認識篇日本腦炎認識篇

病媒 (三帶喙庫蚊)

• 繁殖及成長與白紋伊蚊相似

成蚊常於晚間活動及在入黑後• 成蚊常於晚間活動及在入黑後一
小時最為活躍

• 主要在積水滋生，如荒田、水流• 主要在積水滋生，如荒田、水流
慢的渠道或水溝等

• 成蚊飛行距離約 2000米成蚊飛行距離約 2000米

• 嗜吸禽畜血 ， 亦會叮咬人 。在
香港，候鳥和豬場最有可能成為
日本腦炎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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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 -- 日本腦炎認識篇日本腦炎認識篇

- 死亡率可高達 35%死亡率可高達 35%

- 潛伏期 : 5 至 15 天

- 初病時有高燒、 嚴重頭痛、
噁心、嘔吐、怕光。病發噁心 嘔吐 怕光 病發
後三至五日起神志不清、
頸硬、抽筋、甚至昏迷頸硬 抽筋 甚至昏迷

- 康復後可能有神經系統的
後遺症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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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第四節第四節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一) 工地整潔管理 (二) 控蚊管理 (三) 鼠患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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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1/3)(1/3)
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一一)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1/3)(1/3)
(1) 打掃工地範圍，通道及

公眾地方周邊的公眾地方

[ 整潔的標準，需由公眾

人士的角度去衡量]人士的角度去衡量]

(2) 物料妥善儲存和堆放

(3) 工作後，妥善存放工具

和設備 並定期維修保和設備，並定期維修保

養工具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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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2/3)(2/3)
(4) 建築廢料的分類，存放

丟棄

((一一)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2/3)(2/3)

及丟棄需按照環境管理

計劃書處理

(5) 檢查圍街板，圍欄，照

明等是否妥善穩固明等是否妥善穩固

(6) 預防及清理工地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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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3/3)(3/3)
(7) 建築廢料堆存

((一一) ) 工地整潔工地整潔管理管理 (3/3)(3/3)

應定時棄置

(8) 清洗機械外殼

(9) 清理渠道以防止淤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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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1/3)(1/3)
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二二) )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1/3)(1/3)
(1) 將泥頭清理或用帆布覆

蓋

(2) 覆蓋所有的儲水罐，去
除廢棄容器 把凹凸不除廢棄容器，把凹凸不
平的地面填平

(3) 塞好或包好竹棚向上的

竹端或把該竹端切去，

以免藏水引致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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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二二))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2/3)(2/3)
(4) 清理或覆蓋露天範圍內

的器 縫隙或窪地

((二二) )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2/3)(2/3)

的器皿、縫隙或窪地，

例如手推車、車呔、空

罐、水捅、竹尾、坑穴、罐 水捅 竹尾 坑穴

井溝、戶外儲存建築物

料等

(5) 在未能清除積水的地方(5) 在未能清除積水的地方
使用蚊油或蚊沙，每週
至少一次。如在誘蚊產
卵器指數第三級或以上卵器指數第三級或以上
的範圍內，次數增加到
每週至少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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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二二))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3/3)(3/3)
(6) 在誘蚊產卵器指數第四

級的範圍內 安裝滅蚊

((二二) ) 控蚊管理控蚊管理 (3/3)(3/3)

級的範圍內，安裝滅蚊
裝置。第三級時，在可
行的情況下，也需安裝
滅蚊裝置滅蚊裝置。

(7) 準備一份工地潛在蚊患(7) 準備 份工地潛在蚊患
地方的名單，將其位置
劃在平面圖上，以便進
行監督。行監督

(8) 防蚊個人防護，穿著淺
色長袖衫和長褲 於外色長袖衫和長褲，於外
露的皮膚搽上驅蚊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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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鼠患管理鼠患管理
第四節第四節 -- 控制措施策略篇控制措施策略篇

((三三) ) 鼠患管理鼠患管理
(1) 斷絕老鼠食物來源

•將食物貯存於有蓋容器內;•將食物貯存於有蓋容器內;
•將食物殘渣棄置於有蓋的

垃圾箱內，並每天清倒

(2) 清除老鼠藏身之處
•避免建築材料或廢料長期避免建築材料或廢料長期

堆積;
•用適當的物料（如金屬片）

遮蔽貨櫃辦公室底部，令遮蔽貨櫃辦公室底部 令
空隙不多於6毫米

(3) 防止老鼠從外進入地盤
•圍板之間或離地面的距離 ，圍板之間或離地面的距離

不多於6毫米;
•檢查卸下的建築材料，以

防止老鼠被一併帶進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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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老鼠被 併帶進地盤



第五節第五節 -- 常見的工地黑點篇常見的工地黑點篇

地盤渠井地盤渠井

隱蔽井位積水 匙孔及隔氣積水 井蓋凹位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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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水渠堵塞積水線井堵塞積水 沙井隔氣渠位積水



第五節第五節 -- 常見的工地黑點篇常見的工地黑點篇

物料存放物料存放

容器或物料凹位積水地面不平積水 存放物料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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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板底積水 帆布縐摺積水 存放鑽筒組件積水



第五節第五節 -- 常見的工地黑點篇常見的工地黑點篇

臨時設施臨時設施

工字鐵橫撐凹位積水 預制件凹位積水發電機底盤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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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底積水 貨櫃頂不平蓋板積水 冷氣機底盤積水



第五節第五節 -- 常見的工地黑點篇常見的工地黑點篇

其它其它

升降機槽底積水 不平石屎面積水 電線底座盒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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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雜草積水 天秤槽底積水 照明光管罩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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