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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近年來，在非政府組織(NGO)的壓力下，時裝品牌和政府都提高關注紡織及製衣業使用危害物質所造

成的污染及爆炸風險。此外，許多國際品牌都有自己的受限物質清單(RSL)或生產限用物質清單(MRSL)，

並且將展開化學審核，以評估其供應商的化學品管理表現。因此，製造商面臨著符合國家法規和品牌

要求的壓力。然而，對於中小企製造商來說，由於涉及許多特殊/技術術語，他們缺乏理解和遵守這

些要求的資源和知識，也很難理解和分辨哪些化學品是有危害性。 

 

因此，製衣業訓練局(以下簡稱“CITA”)通過參考香港和中國的法規、主要品牌的受限物質清單(RSL)/生

產限用物質清單(MRSL)和化學審核要求的重要元素，制定了「化學品管理實施手冊」。目標是要協助

製造商建立自己的化學品管理系統(CMS)，以幫助他們理解國家法規和品牌的要求。 

 

本手冊中提到的製造商、供應商和分包商，定義如下︰ 

 

製造商 被定義為紡織及製衣業裡實施本手冊的中小企業(SME)。這些中小企業包括生產製成品、服裝

或成衣配件的製造商。 

 

供應商 被定義為向品牌和/或零售商提供中間產品和/或成品和/或支援服務的供應鏈中的任何參與者。

這包括：化學品、物料、組件和成品供應商。 

 

分包商 被定義為向製造商提供類似支援服務的供應鏈中的任何參與者。這可能是由於製造商基於能

力有限而缺乏某些工序。 

 

更多術語的定義，請看附錄 2 的詞彙表。 

 

本手冊的結構︰ 

本手冊分為 8 章，並以「計劃-實施-檢查-措施」(Plan-Do-Check-Act / PDCA)為基本實施框架： 

 

第 1 章：對化學品管理系統(CMS)的承諾 

第 2 章：符合法規 

第 3 章：風險評估 

第 4 章：化學品清單 

第 5 章：化學品儲存和處理 

第 6 章：化學管理應變計劃 

第 7 章：符合品牌規定（進階） 

第 8 章：供應商和分包商管理（進階） 

 

每一章包括多個副主題，它們被設計為可讓製造商遵循的分步框架，以協助他們建立管理危險化學品

的系統。此外，製造商可參考附錄中的「補充文件」，瞭解這 8 個章節中涉及的範本和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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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方法 

 

圖 1-1 化學品管理系統 PDCA 框架

計劃 

•制定對CMS的承諾 

•任命聯絡員 

•確保內部營運、供應商/分包商和採購流程符合國家法規和品牌要求 

•根據法規和品牌要求制定風險評估計劃。 然後在以下方面識別任何
化學危險品：儲存、處理和採購。 

實施 

•審查國家法規和品牌要求，並記錄適用於營運和採購的條款檢查表 

•通過編制全面的化學品清單，以瞭解營運中的所有化學品輸入 

•記錄內部營運和供應商/分包商的風險評估 

•制定和記錄標準營運程序以管理已識別的風險 

•為工人提供培訓 

•執行化學品洩漏演習 

檢查 

•定期檢查變數 （例如每年一次） 

•對廢水、化學品輸入或最終產品進行測試 

措施 

定期檢查系統的有效性。 

（例如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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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化學品管理系統(CMS)的承諾 

目的:  

制定高層管理人員遵守法規和客戶要求的承諾，減少有關化學品使用的負面影響，並持續審核整個系

統的有效性。 

 

1.1 定義範圍1 

製造商應當在初始階段定義範圍。製造商首先應列出所有生產場所和工序，然後決定需要包含哪些在

化學品管理系統內，建議至少要包括涉及化學品處理的生產場所和工序。 

 

1.2  確定化學品風險評級 

在定義範圍之後，製造商需要在此範圍內進行化學品風險評估。有關詳細步驟，請參閱第 3 章。基於

評估結果，製造商可決定是否需要實施全面的化學品管理系統。如不需要全面系統，可實施簡單的管

制和措施。例如︰準備或修改針對化學品使用工序的現有標準操作程序(SOP)。 
 
要啟動一個全面的管理系統，化學品管理政策是必不可少的。關於制定政策的過程，請參閱第 1.3 章。 

 

1.3 制定化學品管理政策2 

實施化學品管理系統的第一步是要對該系統有明確的承諾。政策須由高級管理層編寫，並清楚傳達有

關化學品管理的目標和願景。 

 

政策應當清晰的說明該範圍內須符合以下要求的活動︰ 

 國家化學品法規和品牌要求 

 減少與使用化學品相關的負面影響 

 不斷審核整個系統的有效性 

 對使用化學品的工作人員提供培訓 

 

如製造商是採用需要制定政策的 ISO 標準，則可`將該政策擴展為化學品管理政策。若果已定義的範

圍有變動，便應對化學品管理政策進行審核。附錄 1 表 1 是化學品管理政策的一個例子。 

 

  

                                                      
1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1.2 p.1-1 

2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1.1 p.1-1; Oeko Tex Step section 4.1.1.1,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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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制定策略流程圖 

 

1.4 組織圖 3 

製造商應準備組織圖並任命一名人員管理化學品系統。組織圖應清楚列明負責人的姓名和角色。如製

造商有採用其他管理系統及制定組織圖，則可將此組織圖擴充到化學品管理系統。  

                                                      
3
 參見 Oeko Tex Step section 4.1.1.1, page 16 

該政策應包括 

對該系統的承諾 

化學品政策 檢查已定義的範圍有否變動 

定義範圍 

確定應包含的場所和生產步驟 

需要全面的 

化學品管理系統? 

通過風險評估 

定義範圍內的化學品風險評級 

制定政策 

實施簡單管控和措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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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法規
4
 

 

目的: 

本章提供了基本指導方針，以教導如何識別和查閱定義範圍內的相關化學品法規。最終目標是確保製

造商的營運符合法規要求。 

 

範圍： 

本章適用於定義範圍內的活動。這可能涉及化學品儲存、操作、採購和運輸。在製造商實施合規格程

序後，也可應用於供應商/分包商管理。 

 

2.1  整體檢查程序 

2.1.1 規格檢查和通知 

製造商應指定一個特定人員或團隊管理合規性和瞭解最新的國家法規。負責人審核規條中的哪些條款

適合於工廠的定義範圍，並根據篩選結果制定簡化了的條款檢查清單。附錄 1 表 2 是為法規摘要。 
 
制定簡化的條款檢查清單後，建議製造商將簡化條款清單與現行的標準操作程序(SOP)進行比較，以

便檢查合規性。通過逐一審核 SOP，製造商可以清楚地瞭解定義範圍內的活動是否符合化學品相關法

規。如發現任何違規情況，製造商應制定一個改善計劃，並在指定時間內更新 SOP。合規性檢查的結

果應在內部傳達給高級管理層和職員，如有任何重要變化也應在內部良好溝通。檢查結果和傳達摘要

應予以記錄和歸檔。 
 
有些條款可能與材料供應商、化學品供應商和分包商有關。更多關於供應商和分包商管理的詳情，請

參閱第 8 章。 

 

2.1.2  定期審核整個程序 

建議負責人應檢查法規或範圍有否定期更新(例如︰每年更新)。如果法規或範圍有更新，製造商應按

照第 2.1.1 章檢查，以確保定義範圍內的活動符合最新要求。  

 

 

2.2  處理和儲存的法規要求 

遵守法紀是所有企業的基礎。這些要求包括處理和儲存。詳情請參閱第 5 章。 

 

 

2.3  供應商和分包商管理 

完成第 2.2 章過程後，製造商應考慮促進供應商和分包商的合規性，而這是屬於進階級別。 

詳情請參閱第 8 章。 

 

                                                      
4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2, Page 2-5;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1.0, S1.F1andS1.F2,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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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合規性流程圖 

 

 

 

 

 

 

檢查最新的化學品法規 
在法規中逐條篩選條款 

以確定哪項條款適用於工廠 

基於篩選結果制定 

條款檢查清單 

SOP 是否符合 

列表中的每個條款？  

記錄比較結果 

並保留此紀錄 3 年 

- 制定改善計劃 

- 更新 SOP 

定期檢查法規 

在內部與高級管理層和員工 

溝通結果 

範圍或法規 

是否有更新？ 

應當立即檢查法規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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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評估 

目的: 

本章提供了基本指導方針，以教導如何識別和記錄工作場所中化學品造成的潛在風險。 

 

範圍: 

本章適用於儲存和處理化學品的工作場所，目的是為工作場所的員工提供進行風險評估的實用指南。 
 
風險評估是識別和評估相關風險的過程。基於這些資料，可以確定消除或控制風險的措施。 
 
實際上，工作場所中的風險評估是識別可能對特定地點造成危害(對環境/人)的任何物件、情況、過程

或其他事項。在識別後，應評估風險的可能性和嚴重性，並對風險的預防或控制措施作出決策。評估

亦應記錄並歸檔。 

 

3.1  風險評估的識別 

過進行實際演習，清楚記錄和保存每個視察工作場所內涉及化學品處理和儲存的活動，這有助於確定

哪些工作場所需要進一步評估。這過程應當由一個在工作場所擁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員工團隊來完成，

包括負責待查操作流程的主管和工人。有可靠來源的資訊如SDS亦可供參考。附錄1表4是現場檢查表

的一個例子。 
 

為了識別和評估潛在風險，責任方應遵循以下步驟： 

1. 確定與工作活動相關的現有或潛在風險 

(包括在物質的加工、使用、處理或儲存中使用的方法/工序等) 

2. 評估損害的可能性和嚴重性 

3. 確定風險級別 

 

進行評估的方式取決於工作場所的情況，並具有靈活性，以允許評估與以下相關的風險： 
 
1. 單一化學品 

評估購買、儲存或使用方面的潛在風險。 

(例如︰健康風險評估無機鉛、汞或鉻酸鹽；用儲備酸劑製作稀釋液的風險；確定易燃液體的儲存風險) 
 

2. 涉及化學品或化學類別的具體工作流程 

評估具體工作流程中使用化學品的人員如何暴露或處於危險中的風險。 

(例如︰在清潔過程中使用腐蝕性或可燃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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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場所或工作區域 

評估在此工作場所中進行與化學品操作相關的風險和在工作場所使用化學品的人如何暴露於化

學危機。 
 
此類評估的實例可能包括使用檢查清單收集工作場所的資料和危險識別。評估應基於化學標籤和

安全數據表(SDS)的資訊。例如，可以透過標籤上的警告用語瞭解使用化學品的人如何暴露於危

險中。某些情況下將需要更多的細節，特別是以下情況︰ 

- 懷疑有嚴重的健康風險 

- 風險程度存在不確定性 (例如︰化學品不穩定、化學品資訊不充分、不受控制的反應) 

- 涉及複雜的化學過程和/或暴露 

(例如︰使用需要健康監測的化學品、工廠和設備的淨化 - 科學處理室、農業研究噴霧操作) 

 

4. 在類似工作場所或工作區域進行相同工作任務的一般評估 

(例如︰在指定儲存櫃中儲存DG6物質、農作物生產時例行施用園藝化學品、在小學科教室的儲存

區儲存相容化學品） 

如果多個工作場所都使用相同的化學品或工序，則可將一般風險評估應用於這些工作場所。在進

行一般評估時，製造商應考慮所評估的工作場所是否在特點、性質、潛在危險和風險方面完全相

同，並應核實該評估對每個工作場所的有效性。其他工作場所的員工則可按個別情況進行修改。 

 

 

3.2  制定和評估控制措施 

一旦確定風險與其風險評級，團隊應當制定合適的控制措施，並監測實施後的有效性。 
 
一般來說，控制措施是通過工程技術操控、工作實踐、衛生實踐和設施來實行。根據風險級別，團隊

應決定是否需要控制措施。一旦實行控制措施，應審核措施的成效，而小組也應監督是否需要任何改

進。 
 
如有必要，供應鏈合作夥伴可以顧問形式參與評估。因此，需要他們的內部聯絡點進行交流5。 

  

                                                      
5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4.F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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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進行風險評估的過程 

 

 

 

 

 

 

 

 

 

 

 

 

 

 

 

 

 

 

 

 

 

 

 

 

 

 

 

 

 

 

 

 

圖 3-1 進行風險評估的流程圖 

 

 

 

 

 

 

 

決定由誰執行風險評估 

確定工作中 

使用的化學品 

查找有關 

危險化學品的資訊 

確定化學品是否有害 

檢查工作場所和 

評估工人的化學暴露 

評估風險並 

確定關於風險的結論  

實施控制措施 

以應對風險評估所需的行動 

記錄評估結果 

並創建風險評估計劃 

檢查控制措施 

無效  

每年檢查  
有效  

將化學品記錄在案 低風險  

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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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 決定進行風險評估的人員 

進行評估的員工(評估人員)應具備足夠知識和技能，以評估使用危險化學品對工人造成的健康風險。

評估員和使用化學品的工作人員應能夠：  

- 解讀安全數據表(SDS)和標籤上的資訊 

- 觀察工作情況和預見潛在問題 

- 有效溝通 

- 將所有資訊結合起來，形成關於暴露和風險的有效結論 

- 向相關單位準確報告調查結果 

 

步驟 2 – 識別工作中使用的化學品 

在識別已使用或打算使用的危險化學品時，必須留意化學品可能以不同狀態或形式存在(固體、液體、

氣體、蒸汽、灰塵、霧或煙霧)。工作場所使用的化學品可通過以下方式識別： 

- 參考標籤、存貨表、貨單、庫存和登記紀錄 

- 檢查使用或儲存化學品的所有場所 

- 考慮到輔助工作(例如︰保養和修理、清潔、研究或測試)中使用或產生的所有化學品 

 

步驟 3 - 獲取有關危險化學品的資訊 

應收集關於化學品、接觸途徑、建議控制措施和其他行動的資訊(例如︰容器標籤和SDS)，以避免或

儘量減少風險。 
 
如果危害的性質非常嚴重或化學過程複雜，可能需要從化學品供應商獲得更詳細的資訊。 

 

步驟 4 - 確定化學品是否有害 

SDS和化學品容器標籤應用於說明每種化學品是否危害物質或危險物品。如製造商不確定該化學品是

否危險化學品，應諮詢其化學品供應商。 

 

步驟 5 -  檢查工作場所和評估工人暴露 

在檢查和評估涉及危險化學品的工序時，應進行工人的化學暴露評估，以確定危險化學品有否被釋放

或排放到工作區域。 
 
所有現有的控制措施必須制定妥當，並應考慮任何擬議的控制措施，以儘量減少或消除工人對危險化

學品的暴露。 

 

步驟 6 - 評估風險並確定關於風險的結論 

以上步驟的資訊將提供確立以下方面的必要資料： 

- 每種危險化學品的危險性質和嚴重程度 

- 工作場所人員的接觸程度 

- 現有控制措施是否充分控制暴露 
 
根據已收集的資訊，應該可以推論關於使用危險化學品風險的可接受性，並進行協商以決定風險是否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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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 實施控制措施以解決風險管理所需的行動 

記錄SDS中識別的控制措施。如果評估顯示存在健康風險，應採取進一步行動，以實施適當的控制措

施、提供培訓和建立應變程序及急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兩種或更多的控制措施將暴露程度降

低到合理水平。實施控制措施的順序是： 

- 消除 

- 替換 

- 隔離 

- 工程技術操控 
 
如果風險仍然存在，可採取以下措施： 

- 行政操控 

- 個人防護設備(PPE) 

 

步驟 8 - 記錄評估並創建風險管理計劃 

記錄風險評估，包括應對風險作出何種決策，亦包括工人如何防止風險和應採用哪些安全措施。風險

評估紀錄可以電子方式保存，但必須是易於檢索，以供職員、經理、審計員和外部機構在有需要時使

用。 
 
此外，製造商必須制定風險管理計劃。製造商需要定期更新此計劃，並確保已包括新加入的化學品。 

 

步驟 9 – 檢查控制措施 

所有控制暴露的措施須定期徹底檢查和測試，以確保其成效。如有任何關於身體欠佳的報告，應立即

檢查控制措施。包含預防措施的日常保養或維護程序也應建立，並具體規定： 

- 需要維持哪些控制措施 

- 所需的維護和負責人員 

- 維護頻率 

- 如何糾正缺陷 

- 性能測試和評估 

- 保養或維護紀錄 
 
附錄1表3是可供參考的風險評估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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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學品清單 

目的： 

本章提供基本指引，以教導識別和記錄工作場所化學品的方法。 

 

範圍： 

本章適用於儲存和處理化學品的工作場所，旨在為員工提供制定化學品清單的實用指南。 

 

機構應制定有效的化學品清單，它是機構營運的基礎。妥善管理庫存裡的受管制物料可幫助機構： 

─ 遵守複雜和不斷轉變的環境法規 

─ 管理化學品之間的互克性 

─ 減少化學品採購和現場儲存 

─ 降低營運成本和企業責任 

 

化學品清單可幫助製造商建立資料庫，以識別和消除產品裡的特定化學品、製造工序所使用的受政府

管制的化學品及受到關注的化學品。製造商可以識別和記錄化學品清單中列出的每種化學品的供應商。

因此，製造商可根據資料庫來制定自己的合規標準，並與供應商訂立協議以監管供應鏈運作。 

 

識別機構裡所有化學品，是有助於對每種化學品進行風險評估及根據其潛在危機進行風險排名。此外，

全面的化學品清單可幫助評估化學危機、個人防護設備(PPE)、庫存管理和環境風險，亦可改善製造

商對化學品使用和棄置的管理。往後章節會使用化學品清單以建立更多資訊，從而能更好地管理化學

品。 

 

 

4.1  現場的化學品清單 

化學品清單應清晰記錄在工作場所裡使用和儲存化學品的資訊，並應定期更新相關紀錄。化學品清單

的作用是識別工作場所中的危險化學品6，以鼓勵正確使用和防止污染7。清單內亦可包括化學品庫存

量以追蹤其使用狀態。 

                                                      
6
 危險化學品︰對人類或環境造成危害的化學品，和/或導致火災、爆炸、腐蝕性毒性的物質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4.1, p.2-9) 
7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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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化學品清單流程 

 

確定所有化學品的位置 

（設施平面圖） 

通過實際演習列出所有化學品的正確位置 

在清單上填寫化學品資訊  

定期檢查 

準備化學品清單 

齊備所有 

化學品資訊? 
與化學品供應商溝通 

是 

否 

紀錄： 

 每種化學品的實際購買數量 

 每種化學品的實際接收數量 

 所有化學品的消耗量 

 任何化學品遺失 

在清單上填寫化學品存量 

知道 

現有化學品的存量  

（一個月內）？ 

計算化學品存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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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化學品清單範本的準備 

清單應記錄於製造產品時所使用的全部化學品，並記錄及保存其化學名稱、用途、相關的化學品供應

商、現有的安全數據表(SDS)和其他適用資訊8。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錄 1 表 5。 

 

4.1.2 通過實際演習記錄化學品資訊 

要獲得化學品清單中的相關資訊，可在工作場所進行實際演習。演習期間，員工亦可參與以協助識別

在工作場所裡儲存和使用的化學品。 

 

4.1.3 化學品使用紀錄（化學存量） 

使用紀錄需清晰，以便追蹤生產工序和非生產工序使用化學品的情況，這有助說明材料在體系裡的輸

入輸出情況。
9
  

 
步驟： 

1. 每月點算每種化學品的存貨量 

2. 記錄每次購買和接收化學品的實際數量 

3. 記錄包括生產工序和非生產工序的所有化學品消耗 

4. 必須記錄因事故造成的任何化學品損失 

5. 計算化學品輸入及輸出間的平衡(化學存量)，並通過點算庫存量進行交叉檢查 

 

4.1.4 化學品清單的定期檢查 

化學品清單需要定期檢查以確保內容是有效和最新，並建議最少每年檢查一次。此清單還有助於確定

生產工序中所使用和/或殘餘在最終製成品中的化學品是否違反了用於識別受關注化學品的公開清單，

而該列表是可按要求提供的10。 
 
除此之外，通過建立化學品清單，可列出生產工序或輔助生產工序中所有使用過的化學品，亦可記錄

重複使用、已售或丟棄的化學品。清單需每年或因工序變化而更新。11 

 

 

 

  

                                                      
8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F1, S3.F2, S3.F4(p.5) 

9
 參見 Refer to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 P2 
10

 參見 Refer to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P4 (p.11), S4.P1 (p.8) 
11

 參見 Refer to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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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學品儲存和處理 

目的： 

本章提供基本指引，以教導如何識別潛在化學危機及在工作場所安全儲存和處理危險化學品。 

 

範圍： 

本章適用於儲存和處理化學品的工作場所，旨在為工作場所的員工提供儲存和處理化學品的實用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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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識別風險和實施相關措施的流程圖 

 

 

準備所有必需的資訊 

（例如︰工作流程、樓層平面圖等） 

定義化學品區域（設施平面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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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操作員進行會議 

以制定需檢查的項目 

獲得高級管理層的批准 

建立現場檢查清單 

進行初步現場檢查 

安排定期檢查計劃 

  （包括檢查、風險評估等） 

檢查後 

有否修改清單？ 

有 

否 

進行現場檢查以確定潛在風險 

高/低風險？ 

實施控制低風險的措施 

（例如︰標籤、工作指導） 

實施控制高風險的措施 

（例如︰培訓和應變計畫） 

定期檢查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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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開始 

 

5.1.1 安全數據表(SDS) 

安全數據表(SDS)12 可用於管理工作場所裡化學品使用的安全性。處理每種危險化學品時都應參閱其安

全數據表。安全數據表應當是： 
 

- 免費 

- 在第一次交付之前或每當有任何更新/修訂時提供給所有在最近 12 個月內接收化學品的人員 

- 由合資格人員編寫 

- 針對該化學品 

- 給歸類為危險的化學品設有下列 16 個標題* 

- 清楚易懂並附有日期和頁碼 
 

*安全數據表的 16 個標題 

1. 物質/製劑和公司/企業的標識 

2. 危機識別 

3. 成分的組成/資訊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意外洩漏措施 

7. 處理和儲存 

8. 接觸控制/個人防護 

9. 物理和化學特性 

10. 穩定性和反應性 

11. 毒理學信息 

12. 生態資訊 

13. 棄置考慮 

14. 運輸資訊 

15. 監管資訊 

16. 其他資訊 

表 5-1 16  安全數據表的標題 

 

如果遺失了 SDS，請聯繫化學品供應商索取(按照全球統一制度 GHS 標準13需以英語和母語提供)。 

 

製造商應確保化學品的所有 SDS： 

- 與化學品資訊一起清晰保存在檔案庫中 

- 於所有員工和緊急服務部門隨時可達的中央位置保存為書面指南14 

- 為所有負責的員工在處理化學品之前提供相應的培訓 

 

 

 

 

 

 

                                                      
12

 安全資料表(SDS)：提供有關化學品危機有用資訊的檔案，包括關於安全處理、使用和儲存的建議，以及在發生事故時

應遵守的緊急措施。 
13
 GHS 標準(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聯合國制定的一套國際認可制度，以分

辨化學品危機、傳達健康及安全資訊如標籤和 SDS。有關 SDS 的準備，請參閱 GHS-Annex 4 
14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5.2, p.3-5;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F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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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設施平面圖 

設施平面圖15是用於顯示有化學品儲存和使用的位置，當中以下所有區域需獨立標記： 

- 採購和交付區域 

- 產品儲存區(化學品儲存區、非化學品儲存區) 

- 加工區 

- 生產區 

- 廢物儲存區(化學廢物儲存區、廢水儲存區和非化學廢物儲存區) 

- 其他存有化學品的區域（例如︰實驗室、維修區等） 
 

每年進行一次審核，必要時需進行實地考察以更新平面圖。 

一旦設施平面圖編制完成，便可用於初步識別工作場所的潛在風險。然後便可由一個可勝任的團隊進

行更詳細的檢查、週期性(至少每年一次)審核和更新風險評估。 
 
附錄 1 表 4 為簡單的現場檢查清單示例。 

 

5.2 現場化學品清單 

應建立和更新化學品清單，以提供工作場所儲存和使用化學品的詳細資訊，其目的是要識別工作場所

裡的危險化學品16，以及鼓勵正確使用和防止污染17。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 章「化學品清單」以

及附錄 1 表 5 的示例。 

 

5.3 健康和安全措施 

已確定的風險應列入清單，清單可根據要求提供。有關資訊請參閱第 3 章「風險評估」以及附錄 1 表

3 中的示例。以下表格為一些風險和相應措施的示例。工作場所必須制定相關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以保

護工人，包括關於化學品使用和儲存的書面說明，工作實踐中歸檔的規程，例如︰內務整理和化學品

棄置、處理個人防護裝備和化學品標籤。 

 

風險評級 風險示例 對應措施的例子 

低 - 缺少資訊(例如︰安全

數據表 SDS) 

- 化學品使用指示不清晰 

- 化學品使用和儲存的說明 

- 化學品處理和儲存的正確標籤 

- 培訓 

高 - 暴露於化學品中 

- 化學品溢出 

- 安全儲存和處理化學品的標準操作程序 

- 防範暴露於化學品中的措施 

- 維護和整理 

- 合適的廢物收集、處理、儲存和棄置 

- 個人防護裝備(PPE) 

- 應變計劃 

表 5-2 風險示例和相應措施 

 

                                                      
15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2, p.2-1 
16

 危險化學品：對人類或環境造成危害的化學品，和/或導致火災、爆炸、腐蝕性毒性的物質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4.1, p.2-9) 
17

 參見 Refer to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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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化學品使用書面說明 

根據化學品清單，須在使用特定化學品的場所提供恰當的化學品使用書面說明。說明應當用以下形式

提供有關主要操作、化學品和所需數量的資訊： 

1. 配方卡/紀錄 

2. 工序調整指示 

3. 配方表 
 
可以參考技術數據表或諮詢化學品供應商.18 

 

5.3.2 化學品儲存說明 

根據危險化學品的性質，應在適當的條件下儲存化學品。相關的說明和建議可參考安全數據表(SDS)

的第 7 和第 10 部份。 
 
儲存化學品時要考慮 

1. 受控化學品類型 

- 致癌 

- 誘變 

- 具生殖毒性 

- 易燃化學品 

- 有毒或腐蝕性化學品 

- 發生火災時排放高毒性煙霧的化學品 

- 與水接觸時釋放易燃氣體的化學品 

- 氧化化學品 

- 爆炸物 

- 不穩定的化學品 

- 壓縮氣體 

2. 化學品的相容性 

3. 儲存容器的合適結構、性質和完整性 

4. 適當的溫度、濕度和通風措施 

5. 儲存區有足夠的安全措施和連接通道 

6. 禁止或控制任何潛在的點火源 

7. 給儲存區的安全位置 

8. 工作場所周圍的安全運輸 

9. 充分的預防措施和程序以應付溢出的情況 

 

 

 

 

 

 

                                                      
18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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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化學品安全儲存和處理的標準操作步驟 

在可靠來源如安全數據表(SDS)第 7 和第 10 部份化學資訊的幫助下，應向員工提供處理化學品的最安

全方法19.  
 
標準操作程序(SOP)應當記錄工作場所裡涉及危險化學品使用的標準操作步驟。相關員工應表明他們

已閱讀並理解所有 SOP，並已接受了關於化學品安全使用及棄置的實踐培訓20。 

 

5.3.4 防止化學暴露措施 

為了儘量減低特定化學品造成的風險，應實施控制風險的措施。建議如下：  

1. 消除危險化學品 
 

2. 用安全的替代品替換或用危險性較小的化學品替代 
 
3. 使用技術保護措施(*在安裝前諮詢專家意見) 

- 工序在密閉容器中進行，並有通風排放到安全地方 

- 在危險源頭局部排氣通風(LEV) 

- 隔離罩/安全殼或隔間 

- 工序根據所用化學品的物理化學性質設立預防措施和工序條件21 
 

4. 於相關工作場所實施行政措施 

- 考慮如何通過修改工序以避免工人的化學暴露 

• 通過輪換工作以儘量減低參與任務的員工數目 

• 防止不用參與任務的員工進入使用化學品的區域 

- 考慮如何消除/隔離/儘量減低化學危害 

• 確保正確儲存具有危險特性的化學品 

• 為員工提供有關化學品危害和安全使用的培訓 

• 確保應變程序已準備妥當 

• 啟動預防性保養計劃，以保障工程監控能高效運行 
 

5.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PPE) 

 

 

 

 

 

 

 

 

 

 

                                                      
19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3, p.3-6 
20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5.F3, p.10 
21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1,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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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維護和管理措施22 

應進行定期維護和管理活動，以防止潛在危害於工作場所發生。 

 
維護和管理活動 

- 保持有條理及整齊妥善的化學品儲存 

- 清除灰塵、污垢和有害物質 

- 充分清潔員工設施(每個輪班班次最少有一次清潔) 

- 適當清潔地面和牆壁等表面 

- 清除通道和樓梯的障礙物 

- 清潔機器和設備 

- 維持機器和設備在安全和高效的工作狀態及有良好維修 

- 棄置廢物包括定期收集、評級和歸類廢料 
 
上列活動可根據已建立的規程進行。現以其中一個活動「如何識別待棄置化學品」作示範如下： 

 

識別待棄置化學品的規程 

1. 確定和記錄哪些化學容器： 

- 未貼標籤 

- 條件不佳 

- 已過期 

- 非必需的 
 

2. 將符合步驟 1 中任何一個條件的化學品列入棄置候選清單 
 

3. 通過考慮以下因素，確定是否棄置候選清單上的化學品︰ 

- 每年每種化學品的大致使用量 

- 目前的化學品供應的持續時間 
 

4. 如已確定要棄置，應採取以下四個步驟： 

I. 建立化學品待棄置清單23，並按被處理的次序排列 

II. 確立合資格的專業人員來説明進行化學品清除和棄置過程 

III. 為化學品清除和棄置做準備 

IV. 確定並採取行動步驟，以儘量減少未來清除化學品的需求(如採購監管和清單管理) 

 

 

 

 

 

 

 

                                                      
22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10, p.3-8 
23

 參見 附錄 1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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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廢物收集、處理、儲存和棄置的措施 

生產工序可能產生廢物，其中有些不可直接被排放到空氣、水或土壤。這類化學廢物應當即場收集，

然後按照相應的規條和法例處置24。請參考 SDS 的第 13 部份以確認化學品處置程序是否恰當。如需危

險廢物處理承包商，請確保他們持有許可證。 
 
在處理廢物時，應確保工序符合當地法規。 

以下是香港和中國有關處理化學廢物的指南或法律，以供參考︰ 
 

香港 

化學廢物管制計劃指南25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6 

表 5-3 處理化學廢物的指南/法律 

 
如對任何化學品處置程序的安全性有疑問，請聯絡當地環境保護部門以獲得進一步的建議。 

 

5.3.7 車間裡的 PPE、洗眼器和淋浴設備 

為了確保員工在發生事故或意外時有適當保護，應在工作場所充分準備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PPE)。

SDS 的第 8 部份可用於為每種化學品配對合適的 PPE。 

 

以下是 PPE 的幾個主要類別27: 

種類 應用 

眼/臉部 護眼鏡、化學安全護目鏡、面罩 

建議按照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的 29CFR 1910.133 或歐洲標準 EN166 的

眼部和臉部保護法規進行準備。 

皮膚 防護手套以避免皮膚接觸 

防護鞋(例如︰耐化學性鞋/靴) 

避免皮膚接觸的防護服(如圍裙) 

防毒面具 建議遵守 29CFR 1910.134 或歐洲標準 EN149 中的 OSHA 防毒面具規定，並且如有必

要，使用美國職業安全健康研究所(NIOSH)或歐洲標準 EN149 批准的防毒面具。 

表 5-4  個人防護設備 (PPE) 

 

 

 

 

 

                                                      
24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2.1.4.4, p.2-5 
25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e.pdf (Eng)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Chi) 

26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2/content_1383723.htm (Eng)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2747/info11114.htm (Chi) 

27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8, p.3-7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e.pdf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2/content_1383723.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2747/info11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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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化學品儲存和處理區域的適當標籤28 

所有用於化學處理的容器和包裝應有： 

- 清楚標識相應的化學物質 

- 表明該物質是否危險，以及會否因接觸或意外釋放而對人體或環境造成危害 

 

正確的標貼資訊應參考標籤上的危險資訊或 SDS 的第 2 和第 3 部分，以瞭解危害性的概述。製造商

可使用按照當地法規或國際標準的標記、符號、風險短語或危險說明來標準化的標籤。以下為可供

參考的標籤實踐方法︰ 

- 於化學品和廢物採用標籤程序標準 

- 使用不會褪色的標籤 

- 指定一個團隊來處理標籤和庫存控制 

- 使用標籤、條碼或 RFID 來追蹤化學品 

- 檢查所有設施區域以確保標籤是合規格 

 

有關標籤要求的詳細資訊，請參考以下國家指南或標準： 

香港 

第 59AB 章《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29 

《化學廢物管制計劃指南》乙三部份︰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30 

中國 

GB 15258-2009 化學品安全標籤編寫規定31 

GB 190-2009 危險貨物包裝標誌” 

GB/T 22234-2008 基於 GHS 的化學品標籤規範  

全球協調制度 (GHS) 

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GHS)32 

表 5-5 標籤要求指南/標準 

 

 

 

 

 

 

 

 

                                                      
28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5.6, p.3-7 
29

 參見

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
P_59AB_c_b5.pdf 
30

 參見 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31

 參見 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77/n14505342/n14506895/n14514379/n14514466.files/n14514465.pdf 
32

 參見 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2/02files_e.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59AB_c_b5.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59AB_c_b5.pdf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file:///C:/Users/annie.yeung/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77/n14505342/n14506895/n14514379/n14514466.files/n14514465.pdf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2/02files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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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香港和中國的化學品標籤例子︰

 

圖 5- 2 香港的化學標籤規定形式
33
 

 

圖 5-3 中國簡化化學品標籤示例（英文）
34
 

 

圖 5-4 中國簡化化學品標籤示例（中文）
35
 

                                                      
33

 參見香港第 59AB 章《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

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

59AB_c_b5.pdf 
34
 參見 GB15258-2009 化學品安全標籤編寫規定 附錄 A2 

35
 參見 GB15258-2009 化學品安全標籤編寫規定 附錄 A2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59AB_c_b5.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59AB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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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中國化學品警告標籤範例（英文）
36
 

 

                                                      
36

   參見 GB15258-2009 化學品安全標籤編寫規定 附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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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中國化學品警告標籤示例（中文）
37
 

 

  

                                                      
37

   參見 GB15258-2009 化學品安全標籤編寫規定 附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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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培訓 

為員工提供培訓，使他們能在處理化學品和事故方面做好應對準備。 

 

   

圖 5-7 培訓流程圖 

 

 

 

 

 

 

制定培訓年度計劃 

（具有所有培訓細節，例如︰主題、大綱、
培訓員、目標物件、目標完成日期等） 

進行培訓 

記錄參加者的培訓紀錄 

（例如︰出席名單、照片和培訓材料） 

通過測驗 

隨機評估參加者 

不合格 

負責團隊評估培訓效果（至少每季度一次）  

合格 

培訓材料有更新？ 

（例如︰培訓要求）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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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是員工應接受培訓的活動/項目： 
 
 培訓內容 

操作層面 基礎知識： 

- 化學風險 

- 對健康的潛在風險 

日常工作安全守則38:  

- 關於化學品安全處理的標準操作程序(SOP) 

- 預防性的環境和職業安全操控 

- 正確運用工程操控 

- 正確使用 PPE(如防止眼睛和皮膚接觸的護目鏡和面罩；防止皮膚與化

學品接觸的防護服) 

- 選擇合適的手套及去除手套以避免皮膚與化學品接觸 

- 適當的洗手方法 

- 安全清理溢出的正確方法 

- 如何報告危險 

- 在緊急情況下該做什麼 

法規： 

- 為相關職員提供培訓 

- 培訓內容應是與製造商清單列明之化學品有關的法例要求39 

品牌/零售商的培訓︰ 

- 參加品牌/零售商提供的培訓 

(例如︰受限物質清單(RSL)/關注物質清單(SoCL)的培訓) 

以便更好地符合化學品要求40 

高級管理層面 基礎知識： 

- 化學風險 

- 對健康的潛在風險 

製造商的化學品管理： 

- 接受培訓以瞭解在組織中管理化學品時所擔當的角色 

- 瞭解與現有化學品清單、組織改進目標及實施 CMS 所需人力和財政資

源相關的危害和風險的資訊41 

表 5-6 不同員工的培訓內容 

 
為了確保培訓的有效性，建議通過小測或適當的學習示範活動來測試培訓學員。更重要的是，所有員

工都應充分瞭解其活動的重要性及其對實現組織化學品管理的貢獻42。 
  
與往常一樣，應至少每年審核一次培訓計劃，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要求及根據變動而更新。 

                                                      
38

 參見 Refer to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3, p.3-2,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5.F3, p.10 
39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2, p.3-2 
40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2.F4, p.3 
41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1, p.3-2 
42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2,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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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週期性審核條例 

製造商應透過定期檢視每個法律管轄區的適用法規(如與製造商生產流程和/或銷售產品相關的)來審

核其化學品儲存和處理實踐，以辨識有變化或新的要求，從而確保實踐的合規性43。 

 

為了緊貼國家和市場法規，建議制定一張法規清單，以便進行至少每年一次的定期審核。 

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錄 1 表 2「規例清單」。 

  

                                                      
43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1.F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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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學管理應變計劃 

目的： 

本章指出了應變計劃的基本要求，以用於識別和回應潛在的和可預見的化學事故。 

 

範圍：  

本章適用於可能會發生化學意外和緊急事故的生產場所。 

 

6.1 應變計劃  

最新的書面應變計劃應涵蓋所有工作場所，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因不當儲存和處理危險化學品所造成

的任何危險事故的潛在影響。制定應變計劃後，須定期審核緊急程序，並在實踐演習或發生緊急事故

後持續更新。 

                    
圖 6-1 實施應變計劃的流程圖 

 

 

有更新？ 

（例如工作場所） 

 

制定應變計劃 

 

為相關人員進行培訓 

 

應變計劃到位 

 

否 是 

初步試驗 

 

需要修訂？ 

獲得高級管理層的批准 

 

為工人提供相關設備 

（例如︰個人防護裝備（PPE）、急救包） 

定期審查應變計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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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工作場所條件 

要制定場地特定的應變計劃，必須先評估以下元素： 

• 工作場所內所執行工作的性質 

• 工作場所內危機的性質 

• 工作場所的大小和位置 

• 工作場所的工人和其他人的數目 
 

2. 確定應變計劃中包括的項目 

根據工作場所條件，應變計劃中的項目應由包括工人、緊急服務部門和鄰近設施人員的可勝任團

隊制定。這有助於確保計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一般來說，應變計劃必須包括以下項目

44
︰ 

 

A. 應變程序  

1. 確保對緊急情況 

作出有效反應的資訊 
• 緊急情況的定義 

• 實際參與人數和哪個指定區域需要作出反應 

2. 詳細的疏散指示和程序 • 疏散負責人的姓名和聯絡資訊(執行應變程序的負責人) 

• 在工作場所的電話附近張貼緊急電話號碼 

(例如︰緊急服務、消防處和內部應變程序的負責人) 

• 在出入口、靠近電梯和電話及其他顯眼處，須張貼附有
簡單說明的主要和次要逃生路線 

• 引領殘疾工人和有疾病紀錄的人員安全疏散 

(應指派應變程序負責人完成這項任務) 

• 分配給應變程序負責人的具體職責 

(例如︰核實所有工人經已疏散) 

• 醫療和援助 

• 通知程序，以便儘早提供建議予緊急服務部門 

• 應變程序負責人與工作場所員工之間的溝通程序 

3. 維護和管理實踐 

防止事故發生 

• 保持樓梯暢通及沒有阻礙疏散的東西 

• 保養緊急設備，如緊急淋浴間和洗眼站 

• 確保所有急救包： 

- 清楚標示 

- 防水防塵 

- 放置在方便拿取的地方 

- 每月檢查並記錄一份帶有當地語言書面說明的檢

查標籤，說明如何使用該急救包 

                                                      
44

 參見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6,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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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演習  

1. 在事故真正發生前 

識別問題的演習程序 

• 定期消防演習 

• 針對化學品溢出的定期演習 

• 其他(如適用) 

C. 測試計劃  

1. 確保應變計劃有效性 • 定期制定演習時間表 

• 測試當前應變計劃有效性的標準程序 

D. 僱員參與  

1. 確保所有相關方 

充分瞭解應變計劃 

• 制定如何向相關工人提供關於實施應變程序的資訊、 

演習和指導 

表 6-1 應變計劃內容 

 
清晰的應變程序文件可採用一頁長的項目要點形式。有效計劃中的應變程序應是： 

- 所有工人容易找到，並隨時提供複印版 

- 在工作場所的標誌上清楚顯示︰撤離程序、集合區、急救人員和危急管理人的位置、緊急服

務的聯絡電話 

- 列印在給工人或到訪者的口袋卡片上 
 

3. 實施應變計劃 

在實施期間，機構應該： 

- 在化學事故發生時按當地法規向相關部門報告 

- 保養緊急設備 

- 記錄所有發生的事故、事故原因和所採取的措施 
 

4. 進行應變計劃演習 

當方案實施良好後，應為所有相關工人提供培訓。為確保該計劃是最新及由各方在工作場所良好

實踐，演習和模擬緊急事故應每年定期進行(至少半年一次)，並應包括所有工人、相關職員、急

救人員及健康和安全官員等的參與。 
 

對於每次演習，應編寫和保存摘要記錄以供參考(保留時間為 3 年)。請參考附錄 1 表 7。 
 

5. 審核應變計劃 

應按以下要求審核應變計劃： 

- 計劃制定後 1 年內 

- 不超過 1 年的間隔 

- 取決於在工作場所或附近的任何風險變化 

- 取決於任何更新了的資訊 

- 當在常規測試中發現任何可能的缺陷時 
 

在每次更新和審核期間，應與緊急服務部門一起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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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關於環境的應變計劃 

應制定應變程序，以預防和減輕緊急事故所引起的重要環境影響，如火災和化學品溢出。下面是當發

生化學溢出而要控制化學品釋放的說明和程序例子︰ 

 

危險化學品洩漏的應變程序 

1. 確保是使用沙子/鋸屑吸收任何溢出的化學品，以控制溢出的區域 

穿戴防護服和合適的設備以處理任何化學品溢出情況 

2. 清潔完畢後，任何被用作吸收劑(例如︰砂/木屑)的都應當作化學廢物處理 

3. 在意外報告中記錄化學品溢出的情況，以便討論將來的預防措施 

4. 至少每年安排一次化學品溢出演習。 
 

當為特定化學品所造成的風險制定應變程序時，可參考 SDS 的第 6 部份，此部份說明了在意外釋放化

學品時應採取的行動。 

 

6.1.2 關於人體健康和安全的應變計劃 

除了環境問題，製造商應當注意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風險。 
 
緊急工具包 

所有工作場所必須配備緊急工具包。工具包應擺放在所有工作人員都熟悉的位置，並能夠在危急情況

下找到和使用。 
 
以化學溢出為例，化學溢出工具包應能夠控制現場有害物質的溢出。在工具包中，應有序的放置吸收

墊、腐蝕性中和劑、手持掃帚、簸箕和其他適合處理可控溢出物的設備，以儘量減少對工人的危害。 
 
安全裝置和急救箱 

在使用和/或儲存危險化學品的場所，應配備眼部清洗和灌注軟管的裝置，以提供不間斷的清潔沖洗

液，從而在暴露於有害物質的情況下沖洗眼睛或身體。實驗室人員應每週啟動裝置一段足夠長的時間 

以確保其操作正常並可提供乾淨的沖洗液。 
 
在為特定化學品造成的風險制定健康及安全應變程序時，可參考安全數據表(SDS)的第 4、第 5 和第 6

部份。這些部份分別描述了意外發生時所需的急救措施和具體資訊，以應對化學品引起的火災。 
 
現場急救員 

機構應確保現場有足夠人數的急救員。建議工作場所內每 25 名工人配備一名急救員。每位急救員的

聯絡號碼應被張貼在工廠的無障礙區域。 

所有急救人員均須持有由註冊訓練機構(例如︰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發出的急救證書或認可為相同資

歷的急救資格證書，證明他們能夠： 
 
1. 提供高品質的急救 - 識別和應對危及生命的常見傷害或疾病，包括心肺復蘇的生命

支持(CPR) 
- 救護車、醫療或其他援助到達前，管理傷亡和事故 
- 應用進階急救程序 

2. 管理急救資源 - 管理急救室、材料和設備 

3. 偏遠/隔離情況下提供急救 - 在偏遠或孤立的情況下實行急救，以應對緊急服務的重大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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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符合品牌規定
45
 (進階) 

注意：此部分被視為進階級別。在實施本章之前，請確保您已經達到第 2 章所提及的國家要求。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説明製造商定期瞭解和監察主要品牌的要求，確保在定義範圍內的所有活動以及製成品

的化學危險性符合那些要求。 

 

範圍：  

基本上，有兩種常見的要求：  

1. 受限物質清單(RSL)：適用於物料採購、化學品消耗和製成品 

2. 生產限用物質清單(MRSL)：適用於化學品採購和消耗 

 

以上要求的目的是要限制紡織及服裝供應鏈裡危害物質的使用。品牌RSL為製造商明確規範了受限的

化學品。品牌發佈RSL以確保製造商可遵守企業的受限物質要求。 

 

7.1 檢察 RSL 和 MRSL 

這些清單中有很多種類的受限物質。最重要是檢查哪些受限物質適用於您的製造商。有關建議列表，

請參閱附錄1表8。此表包括常見物質、潛在用途和適用於您的製造業類型。 

 

7.2 符合 RSL 和 MRSL 

在審核RSL和MRSL後，應進行現有化學品清單和RSL / MRSL物質之間的規格檢查。如發現有任何受限

物質，製造商應有一個採購程序，以確保所有購入的物料符合要求。請參見圖7-1，瞭解如何解讀RSL 

/ MRSL。 

 

RSL是指材料本身，因此採購程序適用於材料供應商和分包商。另一方面，MRSL是指化學品本身，因

此採購程序是指化學品供應商。流程如圖7-2所示。 
 
有關供應商和分包商管理的採購程序，請參閱第8章以瞭解更多。如更新了化學品清單或品牌有新要

求，則應再次執行規格檢查。 

                                                      
45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2.0, S2.F2, S2.F3, S2.F4, S2.P2, Pages 3 to 4;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5.2 and section 2.6, Pages 2-13 to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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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步驟 1 

將 CAS 編號和物質與現有化學品清單進行比較 

步驟 2 

如果在清單中發現任何受限物質，請設立採購程序 

確保現有化學品的受限物質濃度不超過限制 



39 
 

 

圖 7-2 品牌要求規格檢查流程圖 

接收品牌要求 

通過與清單比較 

確定哪些化學物質 

適用於您的業務 

有違規情況？ 

可以使用化學品 

没有 有 

如果清單有品牌的新要求和更新

則為合規格 

供應商和分包商的採購程序 

規格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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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應商和分包商管理(進階)
46
 

注意：此部分被視為進階級別。在實施本章之前，請確保您已經達到第 2 章提及的國家要求。 

 

8.1 供應商/分包商揀選程序和評估 

 

目的： 

1. 建立和改善與供應鏈合作夥伴(特別是供應商和分包商)的合作，制定相互期望和承諾，以防止在

生產中購買或使用任何危險化學品。 

2. 建立正式的審核流程，評估供應鏈合作夥伴的化學品管理表現，以持續改進。 

 

範圍： 

它適用於製造商的供應商和分包商(如有)的管理。 

 

8.1.1 供應商/分包商揀選程序 

 

圖 8-1 新供應商選擇流程圖 

                                                      
46

 參見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2.0, S4 A2, Pages 17 

物料/化學品供應商 新/現有供應商 認可名單 

現有的  

評估 

結果  

現場檢查 

評級   

滿意  

不滿意  

拒絕   

不滿意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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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準備工作 

建立自己的化學品清單 

化學品清單可以幫助製造商建立資料庫，以識別和消除產品裡和生產過程所使用的受政府管制或受到

關注的化學品。製造商可識別和記錄化學品清單中列出的每種化學品的供應商/分包商。因此製造商

可基於資料庫制定自己的合規標準，並與供應商/分包制定計一個協議來監督他們的供應鏈。 
 
8.1.3 識別參與檢查過程的部門代表 

應指定一個或一組代表參與制定和實施供應商揀選政策和審核揀選程序的標準。該代表必須具備必要

的技能和權限，以監督預算問題和批准各部門的採購，並能瞭解化學品相關議題。 
 
代表應包括來自研發、採購、行銷、品質保證和組織內任何接觸供應商/分包商揀選流程的成員。 
 
8.1.4 採購評估 

新供應商/分包商的自我評估 

對於新供應商/分包商，製造商應進行評估以衡量新供應商/分包商的化學品管理表現。製造商可在採

購前要求新供應商/分包商填寫包括法規要求和消除危險化學品的自我評價表。這些自我評價表可用

於識別化學品管理表現的差距，以及瞭解供應商/分包商如何評估自己的操作情況。有關如何瞭解法

規要求和危險化學品，請參見第2、第5和第7章。對供應商或分包商的額外法規要求，請參考第8.2章。 
 
根據收回的自我評價表，製造商可以降低供應商/分包商不履行責任的可能性，並確保供應商/分包商

在業務關係中是一個負責任和有回應的合作夥伴。 
 
供應商評級 

製造商應按照相關要求審核供應商/分包商，並根據其化學品管理表現進行評級。製造商可評級供應

商/分包商履行規格承諾的有效性。製造商亦可評估其化學品管理，如管理承諾、管理體系的品質、

工人與管理層之間的溝通、培訓及合規格活動的檢測和報告。根據結果，供應商/分包商被評估並分

為三類： 
 
1. 表現最差的供應商/分包商 包括那些不能滿足基本規格要求的供應商/分包商。製造商應拒絕與他

們維持商業關係。 
 

2. 通過改進可接受的供應商/分包商 包括可以滿足部份法例規格要求的供應商/分包商。製造商可以

進行工廠檢查，評估風險和確定違規的根本原因，以幫助供應商/分包商解決問題。製造商可要

求他們提交糾正計劃以實現合作要求，並再次進行審核以評估其表現。對於有完善改進的供應商

/分包商，可將其添加到供應商/分包商名單供以後考慮。 
 

3. 優先供應商/分包商 包括具有符合法規和品牌RSL/MRSL的內部合規政策及實踐的供應商/分包商。

這些供應商/分包商有資格被納入供應商名單及成為業務夥伴。 
 

種類 決定 

表現最差的供應商/分包商 拒絕 

通過改進可接受的供應商/分包商 
需要提交改進計劃 

如果表現良好，可將供應商/分包商列入供應商名單 

優先供應商/分包商 接納 

表 8-1,  供應商/分包商的性能評級 
 
所有被接納的供應商/分包商都被列入認可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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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揀選供應商/分包商作為服務供應商的標準 

 

圖 8-2  選擇供應商作為產品/服務提供者的流程圖 

選擇一家 

或多家公司  

合理價格 

符合法規/ 

RSL 及 MRSL 

是  

拒絕  
否 

否 

認可名單 

最近評估 

 ≤ 1 年  

包括改進計劃的 

滿意表現   

採購   

再次進行評估  
否 是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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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成本的方法 

要從供應商名單中選擇一個或多個供應商/分包商，價格總是優先考慮的因素。製造商可以使用基於

成本的方法來比較提供類似產品/服務的供應商/分包商，然後以合理的價格篩選供應商/分包商以進一

步選擇。 
 
然而，最低價格並不總是最好的性價比。如果製造商對供應商/分包商的可靠性和品質有期望，製造

商必須在成本、可靠性、品質和服務之間取得平衡。 
 
確認合規格 

製造商應要求首選供應商/分包商驗證所有用於使其產品符合生產和銷售之法律管轄區的合規格要求

的化學品。此外，他們的營運須遵守相應的地方、州和國家法規以及合同義務。建議由供應商/分包

商準備並簽署聲明信，以備記錄。此程序適用於現有供應商/分包商。有關新供應商/分包商，請參閱

第8.1.4章。關於供應商和分包商的額外法規要求，請參見第8.2章。  
 
首選化學品供應商應提供當地語言的SDS（有關SDS詳情，請參閱第5.1.1章） 
 
確認品牌的RSL/MRSL 

製造商應收集和審核那些適用於其業務或產品的品牌要求。有關此部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7章。

然後，製造商應通知其供應商/分包商這些要求，並檢查其是否符合。製造商可進行實驗室檢驗以確

定其產品中是否有危險化學品，或要求其供應商/分包商提供產品的測試報告以進行驗證。 
 
供應商/分包商應提供其業務流程的書面文件，以確保其符合品牌的RSL / MRSL。供應商/分包商還應能

出示由於違反RSL / MRSL規格而採取的糾正措施。供應商/分包商可與製造商合作，識別和管理在受管

制化學品清單上而又用於生產製成品的化學品。此程序適用於現有供應商/分包商。有關新供應商/分

包商，請參閱第8.1.4章。 
 
供應商的每年評估 

製造商必須定期檢查其供應商/分包商關於職業健康和安全的表現及所有規格的要求，以確保其產品

或服務始終符合製造商要求。製造商亦可進行隨機現場檢察的年度評估，以檢視現有供應商/分包商

的表現。如供應商/分包商有違規的生產部分，製造商應要求供應商/分包商提供糾正計劃以作改善。  
 
有關職業健康和安全計劃，請參閱第5章。建議製造商先實施職業健康和安全計劃，才要求供應商/分

包商跟隨其計劃。 
 
供應商/分包商應提交以下文件予製造商，以作更新︰ 

1. 產品條款清單 

2. 關於供應商/分包商營運的條款列表 

3. 符合法規/品牌要求的自我評估表 

4. 糾正行動計劃 

5.  SDS (安全數據表) 

6. 產品測試報告(如有) 
 
製造商應向滿足所有要求的供應商/分包商採購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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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符合法規 

 

8.2.1 處理和儲存 

對製造商的要求也適用於供應商和分包商，詳情請參閱第 5 章。 

 

8.2.2 運輸 

公路和鐵路運輸化學品是受法律管制的，這意味著製造商在使用運輸公司運載危險化學品時負有相關

的法律責任。以下是專門針對運輸商的要求。如果製造商不是直接與運輸商接洽，建議與接洽運輸商

的代理討論以下要求︰ 

 

8.2.2.1 運輸要求 

貨櫃和液罐 

用於化學品散裝運輸的貨櫃和液罐必須按照國際認可的標準設計、製造和測試。液罐必須經過獲批准

的第三方檢驗機構認證為已符合規格，才可用於陸路運輸。 
 

貨櫃、液罐和車輛必須貼有適當的危險警告牌。 
 
用於運輸有害物質的液罐和貨櫃必須符合設計、製造和測試的認可標準。液罐或貨櫃的設計必須經過

檢查，並由獲批准的第三方檢驗機構對其結構進行檢查。當第三方檢驗機構確認液罐或貨櫃符合規格

後，將發出初步檢驗證書。根據認可標準，必須定期檢查液罐和貨櫃。 
 
每個類別的有害物質都獲分配標籤，並應固定在包裝和車輛上。載有危險物質的貨櫃、液罐和車輛應

配備緊急資訊面板。以下是危險警告面板應包含的緊急資訊： 
 
 適當的類別標籤和次級風險標籤(如有) 

 該物質的正確學術名稱 

 該物質的 UN / CAS 編號 

 危險化學品編號 

 公司名稱和聯絡電話以及緊急服務部門 
 

運輸車輛需顯示菱形標牌以標明運輸材料的危險類別。 

 

8.2.2.2 香港有毒化學品管制的立法 

根據香港法例第295章《危險品條例》，如任何第2類（液化石油氣以外）及/或第5類危險品的運輸是超

過機動推進車輛在陸路運送的豁免量，須有由消防處處長發出的危險品車輛牌照。任何混合不同類別

危險貨品的運輸是不允許的` 
 
除非另有規定，所有危險品牌照由簽發日期起12個月內有效。牌照續期申請應在有效期內向相關部門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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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中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的立法47 

根據2011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91號《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的第五章「運輸安

全」，從事危險化學品道路或水路運輸的企業，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取得危險貨物運輸許可，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登記，並配備專職安全管理人員。運輸企業的司機、裝卸管理人員、押運人員、申報人員

和貨櫃裝箱現場檢查員應當經交通運輸主管部門考核合格，取得從業資格。 

 

8.2.2.4 運輸危急計劃 

儘管採取了控制和預防措施，仍不能排除在運輸過程中有溢出和意外釋放有害物質的可能。透過制定

完善的應變計劃和適當培訓，可有效地控制這些釋放，亦可以儘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和對公眾健康和

安全的危害。 
 
為配合頒發許可證和運輸批准的條件，公司必須制定應變計劃。 
 
計劃必須全面，並應包含以下關鍵要素： 
 
 通知程序(連絡人和聯絡方法) 

 控制和消除洩漏的緊急程序(司機/地面人員應採取的行動、公司獲通知後所採取的行動) 

 車輛和基地所配備的緊急設備，如個人防護設備、吸收劑、中和溶液和救助桶 

 所運輸危險物質的物料安全數據表(MSDS) 

 

8.2.2.5 分包標準 

選擇運輸公司作為運輸服務的分包商時，應確保分包商能遵守所有相關的國家和國際規定。對於化學

品運輸作業，需特別注意分包商在以下領域的合規情況： 
 
1. 分包商應有所需的經營許可證 

2. 駕駛員應持有相關貨物的有效許可證和證書 

3. 公司及其司機應遵守停車和路線的相關規定，例如：國家路線和隧道條例、危險品停車限制等 

4. 在庫房到庫房環節中需備有與該行動相關的所有運輸和海關文件，並應對其高度重視和注重。 

例如︰CMR、鐵路條例草案、危險品聲明、提單、報關文件等 

5. 分包商應記錄緊急程序的安排，包括使用的緊急電話號碼和有害物質運輸的應變計劃 

6. 負責運輸危險物品的駕駛員應持有效訓練證書，並應給予他們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在分包過程，違規和事故報告是十分重要的。分包商應及時向製造商報告：運輸和裝卸過程中的任何

設備損壞或不正常情況、不安全情況、事故和意外、貨物損壞或差異。 
 
為了跟進分包商的表現，應定期召開製造商和分包商之間的會議，交流意見並商定行動計劃，以改善

合作和表現。製造商應獲准自行在現場對技術和要求方面進行審核，或由任何其他檢驗機構授權。 

 

 

 

 

 

                                                      
47

 中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五章, 14 至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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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品牌 RSL/MRSL 要求 

 
有關如何理解品牌要求，請參考第7章。 
 
如需要符合品牌要求的採購程序，可參見第7.2章。RSL/MRSL的分析清單例子在附錄1表8。 

 

8.3.1 供應鏈採購程序(RSL) 

有關品牌RSL要求和程序的詳細資訊，製造商可以直接詢問品牌。製造商須為供應商提供的產品是否

滿足品牌RSL要求而負責。 
 
建議把以下內容列入監督採購的程序： 

A. 意識到品牌的具體 RSL 限制，並確保已有最新的版本 

B. 使用和鼓勵使用知名供應商的染料、顏料和紡織助劑 

C. 對於現有的供應商/分包商，如在其產品內發現受限物質，須要求他們提供測試報告以證明配方

或產品符合要求。如他們未能提供測試報告或有不符合要求的情況，建議製造商自行檢驗製成品

或尋求化學品替代。檢測樣品應透過裝運或生產訂單選取。同時，也應檢驗廢水以作交叉檢查。 

D. 如檢驗結果顯示用量超出限制，則不能使用該化學品，並應建立一個時間框架來逐步淘汰化學品

及與品牌溝通。 

E. 須每年或 RSL 有更新時記錄和審核整個過程 

 

8.3.2 供應鏈採購程序(MRSL) 

有關品牌MRSL要求和程序的資訊，製造商可以直接詢問品牌。製造商有責任確保供應商提供的化學

品符合品牌MRSL要求。 
 
建議將以下內容列為監督供應鏈的程序： 
 
A. 瞭解該品牌的特定 MRSL 限制，並確保已有最新的版本 

B. 鼓勵只使用信譽良好的供應商的染料、顏料和紡織助劑 

C. 對於現有化學品供應商，如果發現其供應品有受限物質，須要求他們提供測試報告以證明配方符

合要求。如化學品供應商未能提供測試報告，工廠應自行檢驗化學品或尋求代替化學品。 

D. 如檢驗結果顯示用量超出限制，則不能使用該化學品，並應建立一個時間框架來逐步淘汰化學品

及與品牌溝通。 

E. 須每年或 MRSL 有更新時記錄和審核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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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實驗室 RSL 測試 

在服裝供應鏈中，某些類型的纖維和物料更有可能含有受限物質。許多品牌會在裝運前要求對產品進

行檢驗，以確保其裝運不含有違反其RSL/MRSL的受限化學品。 

 

此外，很多品牌都有具體的檢測要求。如品牌沒有檢測要求，建議製造商開發自己的檢測程序，並鼓

勵通過檢測程序去驗證供應商是否符合RSL要求。 

 

認可的實驗室 

品牌一般都有自己的認可實驗室名單。因此，樣品只能被送到該品牌認可的實驗室進行檢驗。如品牌

沒有認可實驗室名單，挑選實驗室作產品檢驗時便要注意以下事項： 

 

考慮因素 是 

實驗室是否持有相關證書或認證？來自哪裡？    

實驗室是否遵守 GLP（良好實驗室規範）或 ISO 17025 指引？   

實驗室有否品質政策聲明或其他證明一般品質程序的文件？   

最近一次外部審核的日期和結果是什麼？有否提供報告？   

該實驗室是否屬於任何私人品質保證組織？   

實驗室是否定期參與任何循環或盲測樣品測試？   

實驗室有否開放以便現場視察或審核？   

有否書寫及包含內部協議在手冊內？它們可用嗎？   

實驗室曾否被拒絕或失去認證？   

是否有相關科學家名單，包括其學位及證書等？   

有否提供主要的現場分析設備清單？   

是否備可實驗室日常運作列表以供參考？   

是否提供樣品處理和製備功能的列表？   

每月或每年大約進行多少分析？   

實驗室多少百分比的分析是外判給第三方？   

報告有哪些語言？   

人工還是電腦處理資料？   

實驗室是否有資訊管理系統來監測實驗室？   

表 8-2, 選擇實驗室進行測試的清單 

 

檢驗和報告結果 

為了檢驗產品，製造商應識別及向由品牌挑選的檢測實驗室傳達其需求、制定製造商對製成品裡受限

物質進行檢驗的頻率及根據品牌的要求和方法確定要檢測的化學品。 

 

產品和其組成部份的化學檢測是優先於上游材料的測試。任何檢驗應優先考慮構成最高風險的組成部

份。為了確認產品符合品牌RSL/MRSL，可以為品牌提供產品的檢驗報告，以聲明產品符合品牌

RSL/MR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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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學品管理政策示例 

(公司名稱) 
  

  

  

化學品管理政策 
  

 

 

 為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我公司承諾︰ 

           

 1. 符合國家化學品規定和品牌要求 

 2. 減少與化學品使用有關的負面影響  

 3. 向使用化學品的工作人員提供培訓 

 4. 持續檢查整個化學品管理系統的有效性       

   

 該政策適用於在風險評估中定義的所有化學品相關工序     

 

 

 高級管理層︰ 

 職位︰ 

 日期︰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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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法規總結 

 

Description  Link 

China 中國  

Regulations on the Saf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China - 

Decree 591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in 2011 

中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 - 國務院令第 591 號 

English: 

http://www.cirs-reach.com/China_Chemical_Regulation/Regulations_on_safe_manage

ment_on_hazardous_chemicals_China_2011.pdf 

Chinese:  

http://www.gov.cn/flfg/2011-03/11/content_1822902.htm 

Chapter 1: General Provisions  

第一章 : 總則 

 

Chapter 2: Safety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e and Storage 

第二章 : 生產、儲存安全 

 

Chapter 3: Safety Management of Use 

第三章 : 使用安全 

 

Chapter 4: Safety Management of Operation and Marketing 

第四章 : 經營安全 

 

Chapter 5: Safety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第五章 : 運輸安全 

 

Chapter 6: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第六章 : 危險化學品登記與事故應急救援 

 

Chapter 7: Legal Liabilities 

第七章 : 法律責任 

 

Chapter 8: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第八章 : 附則 

 

 

 

http://www.cirs-reach.com/China_Chemical_Regulation/Regulations_on_safe_management_on_hazardous_chemicals_China_2011.pdf
http://www.cirs-reach.com/China_Chemical_Regulation/Regulations_on_safe_management_on_hazardous_chemicals_China_2011.pdf
http://www.gov.cn/flfg/2011-03/11/content_1822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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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Legislation for Control of Hazardous Chemicals (Cap. 595)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５９５章）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laws_regulations/envir_legislation/leg_chc.html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Ordinance 

Control, through a permit system, the import, export, manufacture and use of 

non-pesticide hazardous chemicals that have potentially harmful or advers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通過許可證的制度，規管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可能對人類健康或環

境有潛在危害或不良影響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D

B88C67DA1DBC710482575EF00205A4D/$FILE/CAP_595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52D990C927D9192148257

5EF00205180/$FILE/CAP_595_c_b5.pdf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General) Regulation 

Set out the requirements relating to permit application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有毒化學品管制(一般)規例 

訂明根據本條例提出申請須符合的要求。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D

6CAB5828B0333AB482575EF00206564/$FILE/CAP_595A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3dns.info.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469FEFD9BC00EBB14

82575EE006F1506/$FILE/CAP_354C_c_b5.pdf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Fee) Regulation 

Prescribe the application fees that are payable for application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有毒化學品管制(費用)規例 

訂明根據本條例提出申請應繳付的費用。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C43E

BC86D6F822F3482575EF00206D7F/$FILE/CAP_595B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166a7b64e6c796d4825755c00352e37/739

D975BC6025932482575EE006F47F5/$FILE/CAP_354J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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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Legisl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Wastes  

管理廢物的法例 

 

Waste Disposal (Chemical Waste) (General) Regulation 1992 

Provides for control of all aspects of chemical waste disposal, including storage, 

collection, transport, treatment and final disposal. 

 

1992 年《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 

管制所有化學廢物的處置，包括儲存、收集、運送、處理及最終棄置。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8

97C4EC786B2EA10482575EE006F1BEA/$FILE/CAP_354C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01790b2805f0cb5c4825755c00352e34/6363

C22A75B553F6482575EE005A6DCA/$FILE/CAP_295_c_b5.pdf 

Waste Disposal (Charges for Disposal of Chemical Waste) Regulation 1995 

Requires payment of charges for disposal of chemical waste at the Chemical 

Waste Treatment Centre thus creating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wards waste 

minimisation. 

 

1995 年《廢物處置（化學廢物處置的收費）規例》 

規定凡利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化學廢物均須繳費，藉此利用經濟負

擔因素誘導市民減少廢物。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7A6F

A284EB2FC296482575EE006F4AFC/$FILE/CAP_354J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166a7b64e6c796d4825755c00352e37/739

D975BC6025932482575EE006F47F5/$FILE/CAP_354J_c_b5.pdf 

Dangerous Goods Ordinance (Cap.295) 1956 

Defines dangerous goods by category. Provides for control on storage an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1956 年《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 

界定危險品的類別，管制危險品的儲存和運送。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865F

4F6D06D44941482575EE005A718B/$FILE/CAP_295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01790b2805f0cb5c4825755c00352e34/6363

C22A75B553F6482575EE005A6DCA/$FILE/CAP_295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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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Controlled Chemicals  

受管制化學品 

 

Control of Chemicals Ordinance (Chapter 145) 

To fulfil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1988",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ercises 

control on 27 chemicals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dangerous 

drugs 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is Ordinance. 

 

香港法例第 145 章《化學品管制條例》 

為履行「1988 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規定

的國際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 27 種可以用於製造危險藥物或精

神藥物的化學品實施管制。香港海關則負責執行這條例。 

 

 

 

 

 

 

 

 

 

 

 

English: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2

FCE00CE7347F747482575EE0044BEC1/$FILE/CAP_145_e_b5.pdf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5

66F5F93649CBFCB482575EE0044B965/$FILE/CAP_145_c_b5.pdf 

Link: 

http://www.customs.gov.hk/tc/trade_facilitation/chemical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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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歐洲  

REACH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 

REACH is a European Community Regulation on chemicals and their safe use. 

It deals with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  

 

Hong Kong suppliers of chemicals or suppliers of articles containing substanc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 whether as manufacturers or 

exporters,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assist their EU importers in 

the preparation of registration, authorisation or notification. The information 

may include the use of substance and chemical safety report. 

 

化 學 品 註 冊 、 評 估 、 授 權 和 限 制 法 規 （ REACH 法 

規 ） 

REACH 法 規 是 歐 洲 共 同 體 有 關 化 學 物 品 及 其 安 全 

用 途 的 規 例 ，旨 在 規 管 化 學 物 質 的 註 冊 、 評 估 、 授 

權 和 限 制 等 事 宜 。 

香 港 的 化 學 品 供 應 商 或 含 有 有 關 物 質 的 物 品 供 

應 商 須 受 該 規 例 條 文 限 制 ，因 此 無 論 製 造 商 或 出 

口 商 可 能 須 提 供 資 料 ，以 協 助 其 歐 盟 進 口 商 就 註 

冊 、 授 權 或 通 報 事 宜 作 準 備 。有 關 資 料 可 能 包 括 

物 質 用 途 和 化 學 安 全 報 告 。 

https://www.tid.gov.hk/english/trade_relations/eu_rea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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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風險評估範本 

活動 相關人員 風險 風險評級 個人防護設備 (PPE) 採取的措施 措施日期 執行者 

例如︰ 

從散裝罐中倒出

NaOH 溶液 

車間中的員工 

#2 

導致皮膚和眼睛

灼傷 
極高 面具、手套 

1. 消除傾倒動作 

2. 重新建構工序 
立即 管理層 

                

                

                

                

                

                

                

                

 

評估: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範本僅用於說明目的。進行化學風險評估的合資格人員可修改此範本，以切合工作活動。          

參考:  

1.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Appendix D 

2.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4.F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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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現場檢查表 

檢查項目 是 / 否 / 不適用 

檢查是否有足夠的現有化學品資訊（例如︰種類、數量、狀況和儲存位置） 
 

注釋： 
 

檢查關於現有危險廢物的資訊是否足夠（例如︰種類、數量、狀況和儲存位置） 
 

注釋： 
 

檢查化學品儲存區域是否處於良好狀態 
 

注釋： 
 

檢查設備和環境控制(如通風系統)是否處於良好狀態 
 

注釋： 
 

檢查儲存區域的化學品清單是否存在、這些清單的狀態以及維護它們的人員 
 

注釋： 
 

檢查是否有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PPE)，並確保這些 PPE 有足夠的資訊（例如︰位置、條件和數量） 
 

注釋： 
 

檢查緊急用品和設備（如滅火器、消防主機）的位置、狀況、數量和適用性， 

是否對應所儲存的化學品數量和類型  

注釋： 
 

確保有一個有效的化學應變體系。 
 

注釋： 
 

檢查是否有完整的安全數據表(SDS)，並且可在使用化學品的每個位置隨時找到 
 

注釋： 
 

確保指派可勝任的人員分別主管不同位置 
 

注釋： 
 

 

位置:   

  
檢查人員： 

 
(姓名)   

(職位)   

簽名:   

  
檢查日期:   

 

* 此範本僅用於說明目的。使用者可修改此表格以切合需要。 



57 
 

表 5 化學品清單範本 

 

位置 產品名稱 化學品名稱 
化學品 

供應商 

類目訂單編號/ 

供應商訂單編號 
CAS 編號 數量單位 

SDS 

(是/否) 
功能用途  危險分類 R 階段 

貨架 

存放期 

11 ZDHC 

優先化學品

分類 

廠內/ZDHC 

MRSL (是/否) 

在品牌 RSL 中   

(是/否) 

每月 

採購紀錄  

每月 

消耗紀錄 

每月 

化學品損失

（如有） 

庫存量 

例如︰染色車間 苛性鈉 氫氧化鈉 ABC 公司 不適用 1310-73-2 KG 是 染色工序 
種類 8  

腐蝕性 
不適用 7-2017 不適用 否 否 1000kg 900kg 50kg 50kg 

                                     

                                     

                                     

                                     

                                     

                                     

                                     

                                     

                   

                   

                   

                   

                   

                   

                   

                   

 

此區域的負責人員: （姓名）   （職位）   

     
執行人: （姓名）   （職位）   

簽名:     
  

執行日期:     
  

     
檢查人: （姓名）   （職位）   

簽名:     
  

審核日期:     
  

 

* 此範本僅用於說明目的。使用者可修改此表單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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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廢棄清單範本 

 

儲存日期 化學品名稱 CAS 編號 濃度 過期日 數量 / 容器尺寸 容器類型 數量(估計) 儲存地點 

示例： 4/2/2008 1-丙醇 71-23-8 100% N/A 2 x 500 Poly 750 mL 房間 202 

易燃櫃 

示例：6/5/2008 鋁 7429-90-5 100% N/A 500 g Glass 200 g MA 房間 110 

儲存  

         

         

         

         

         

 

編寫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範本僅用於說明目的。使用者可修改此表單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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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演習紀錄 

 

演習信息 

緊急演習日期    

緊急演習類型 

□  火災 

□  化學品濺出 

 □ 設備故障 

 □ 其它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   

開始時間   

完結時間   

參加者數量   

出席率   

 

參加者名單 

名稱 職位 簽名 

      

      

      

      

      

      

      

      

      

      

   

 

編寫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範本僅用於說明目的。使用者可以修改此表單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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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RSL 和 MRSL 的參考資訊 

 

物質 可能用途 適用於供應鏈 

紡紗廠 織造廠 針織廠 濕法加工廠 成衣廠 

AP 及 APEOs  除垢劑、洗滌劑、紡絲油、潤濕劑、軟化劑、用於染

料和印花的乳化劑/分散劑、浸漬劑、用於蠶絲生產的

脫膠、染料和顏料製劑、聚酯填料和羽絨/羽毛填料  
- - V V 

氯苯和氯甲苯 可用作聚酯或羊毛/聚酯纖維染色工序的載體， 

亦可用作溶劑。 
- - - V - 

氯酚 可用作防腐劑或農藥。 

過去用於防止儲存/運輸時的黴菌、生皮和皮革。 

V 

V  

(如沒有應用

防 黴 菌 物 質

於製成品， 

則不適用) 

V  

(如沒有應用

防 黴 菌 物 質

於製成品， 

則不適用) 

V 

(如沒有應用

防 黴 菌 物 質

於製成品， 

則不適用) 

V 

(如沒有應用

防 黴 菌 物 質

於製成品， 

則不適用) 

偶氮染料 

(形成限制性胺) 

可降解形成可裂解胺的偶氮染料是受到限制的 
- - - V - 

染料 - 海軍藍色染料 受限制的染料 - - - V - 

染料 - 致癌或同等問

題 

受限制的染料 
- - - V - 

染料 - 分散（敏化） 一些分散染料被懷疑引起過敏反應而受到限制 - - - V - 

阻燃劑 阻止紡織品著火 - - - V V 

乙二醇 包括作為用於整理/清潔的溶劑、印刷劑、溶解和稀釋

脂肪、油和粘合劑（例如︰在脫脂或清潔操作中）的

廣泛應用 

- - -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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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化溶劑 包括作為用於整理/清潔的溶劑、印刷劑、溶解、稀釋

脂肪、油和粘合劑（例如︰在脫脂或清潔操作中）的

廣泛應用 

- - - V V 

有機錫化合物 生物殺滅劑，與塑膠/橡膠、油墨、塗料、金屬閃光劑、

聚氨酯產品及傳熱材料相關。 
- - - V V 

多環芳烴（PAHs） 多環芳烴通常存在於鞋類的外底和絲網印刷的印花

漿料中 
- - - V - 

全氟化和多氟化物

（PFCs） 

基於長鏈技術的耐用水、油和污漬排斥劑及去汙整理

劑（氟化聚合物）已被禁制(http://www.oecd.org/ehs/pfc/) 
- - - V V 

鄰苯二甲酸酯 - 包括

鄰苯二甲酸的所有其他

酯 

鄰苯二甲酸酯可存在於： 

- - - V V 

• 柔性塑膠部件（例如 PVC） 

• 列印塗料 

• 黏合劑 

• 塑膠紐扣 

• 塑膠衣袖 

• 聚合物塗層 

總重金屬（砷） 棉花的防腐、殺蟲劑和脫葉劑，亦與合成纖維、油漆、

油墨修剪及塑膠相關 
v - - V V 

總重金屬（鎘） 顏料、PVC 塑膠和肥料、殺菌劑和塗料的穩定劑 

（拉鍊或按鈕的油漆） 
v - - V V 

總重金屬（水銀） 農藥、 氫氧化鈉污染。可用於油漆（拉鍊或鈕扣） v - - V V 

總重金屬（鉛） 塑膠、塗料、油墨、顏料和表層塗層 - - - V V 

總重金屬（鉻） 皮革鞣制、羊毛染色 - - - V - 

VOC 溶劑型聚氨酯塗層和膠/粘合劑 

設施清潔或現場清潔 
V V V V V 

 

http://www.oecd.org/ehs/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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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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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縮寫 說明 

品牌  
 

最終產品的發起人和任何相關標籤/商標的持有者。“品

牌”包括零售商的私人標籤/私人品牌產品。具有私人標

籤/私人品牌產品的零售商應使用品牌指標來評估其業

務部分。 

化學品摘要（CAS）註冊號 CAS 分配給每種化學品的唯一標識號 

化學品名稱 
 

識別適當的化學品名稱。 

危險物質 DG 
危險物品是指因其物理、化學（物理化學）或急性毒性，

對人、財產或環境造成直接危害的物質、混合物或物品 

全球化學品分類和標籤協調制度 GHS 

GHS 是由聯合國創建的一個系統，用於根據危險類型和

協調的危害通報要素（包括標籤和安全數據表）以解決

化學品分類。旨在為在國家、區域和全球統一關於化學

品的規則和條例提供基礎，這也是貿易便利化的一個重

要因素。 

危險編號 
 

危險分類提供有關化學品不良反應和安全儲存的資訊。

化學材料通常是按照運輸中所構成最高危險程度的特性

而歸類 

危險化學品 
 

具有對人類或環境造成傷害的能力，和/或導致火災、爆

炸或腐蝕性毒性損壞的化學品 

製造商 
 

通過涉及原材料、元件或元件的工序製造產品的機構，

一般是有不同的操作分配給不同的工人。 

通常與生產者互換使用。 

生產限用物質清單 MRSL 禁止在生產中有意使用的物質的清單 

職業安全與健康局 OSHA 

美國勞工部的一部分，通過制定和執行標準以及提供培

訓、外聯、教育和援助，保障工作男女的安全和健康工

作環境。 

戶外工業協會 OIA 
戶外娛樂產業的領先貿易協會，服務 1200 多家製造商、

分銷商、供應商、銷售代表和零售商 

包裝形式 
 

危險品（a）預先包裝; 或（b）直接包含在指定容器內而

沒有任何形式的中間容器。 

個人防護設備 PPE 

佩戴的設備，以儘量減少面對工作場所的嚴重傷害和疾

病，包括手套、安全眼鏡和鞋子、耳塞或毛茸、安全帽、

防毒面具、工作服、背心和全身套裝等物品 

產品名稱（參見第 4 章化學品清單） 
 

確定化學品的通用名稱 

受限物質清單 RSL 

由企業、貿易團體或其他組織所建立的要積極管理和通

知的化學品的清單。RSL 可能含有用於控制使用、以消

除/替代為目標或可能被完全禁止或受到監管的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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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數據表 SDS 

關於危險化學品的檔，提供該化學品的有用資訊，包括

化學品的危害性、安全處理、使用和儲存建議及在發生

事故時應採取的應急措施 

分包商 
 

供應鏈中為製造商提供類似支援服務的任何行為者。這

可能是由於能力所限或缺乏某些過程。例如，服裝製造

商可以分包給另一個服裝製造商。 

物質名稱 

（參見第 4 章化學品清單）  
如果化學品是混合物，列出所有物質名稱 

供應商 
 

供應鏈中為品牌和/或零售商提供中間和/或最終產品和/

或支援服務的任何行為人。這包括：化學品、材料、裝

配和成品供應商。例如，在服裝情況下，這將包括服裝

製造商（裁剪和縫紉操作）、織物製造（織物形成、漂

白、染色、印刷、洗滌、整理）、纖維/織物供應商和配

件供應商。 

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NIOSH 

是為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一部份，在美

國衛生和人類服務部和美國聯邦機構負責研究和建議與

傷害和疾病相關的預防工作。 

危險化學品零排放 ZDHC 
一批服裝和鞋類品牌和零售商簽署，以引領行業在 2020

年前實現危險化學品的零排放 

R 階段 
 

風險階段的簡稱 

定義在歐盟指令 67/548 / EEC 的附件 II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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