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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香港市民對居住環境和滅蟲服務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下，本專業操守是為
本會會員及提供有害生物防控服務的僱主、僱員和提供相關服務的從業人員
編制而成的。
本專業操守旨在為有關的服務行業人士提供正確概念，從而能向市民提供有
誠信而專業服務，並簡述從業人員應有的安全服務操守與營運規範，藉以保
護市民、環境和業界人員的安全。
此外，本專業操守亦希望業內人士能關注到業界應有的責任，以確立專業服
務的水平及形象並向市民推廣正確防治有害生物的意識。

行業相關法規及協會、世界組織的行業指引
1. 遵守香港政府頒佈相關法規
•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
•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133章(除害劑條例)
•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
•香港法例第295章(危險品條例)
•香港法例第354章(廢物處置條例)
•香港法例第509章(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其他相關營運服務的香港法例
2. 遵守由本協會制定相關規範、規章和指引
3. 採納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相關建議
4.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技術及相關專業建議和指引

誠信的專業服務
1. 向受到有害生物滋擾或傷害人士提供服務的應有原則：
a) 用專業態度及技術提供優良服務(參考本協會印製的“防治蟲鼠手冊”)。
b) 向受到有害生物滋擾或傷害人士指出問題成因、將會採用的處理方法及

其預期效果、避免再發生問題的方法(參考本操守之附件二)。
c) 收取合理服務費。
2. 處理個案的應有原則：
a) 採用選定方法處理有害生物問題前全面及詳細評估情况，採用綜合防治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概念之合適的方法，跟進有害生物為
患情况及評估解决有關問題的進度(參考本操守之附件二)。
b) 當處理埸所需要進行化學防治時，應由已接受適當訓練的操作人員使用
合適的除害劑配合適當的施藥器具及合適的個人防護用品，以負責任態度
依照除害劑標籤的內容指示小心使用(參考本協會印製的“防治蟲鼠手冊”
第五章第五節[除害劑的施放]一欄)。
c) 任何儲存或使用的除害劑必須已在香港登記註冊及附有適當的中英文標籤。
d) 向客戶提供專業的意見，並確保及尊重客户享有的知情權，如有需要可讓
客户或相關人仕隨時可以獲取服務過程中使用任何除害劑和其他化學物品的
相關資料（如產品標籤、產品安全資料表MSDS等）。
e) 向客戶提供有關服務的資訊時，應盡力保證所有資訊內容的真實性。
f ) 盡力解决問題，不可把問題拖延、隱瞞、淡化、誇大。
g) 履行向客戶所作的任何服務承諾。

安全服務與營運規範
1. 全面評估在進行防治蟲鼠(有害生物)工作時可能會引致施工人員、周邊人
士、寵物、非目標生物及環境的安全及健康危害。
2. 確保服務人員已接受防治蟲鼠(有害生物)和相關職業安全培訓及定時向服
務人員提供持續培訓，讓他們掌握最新蟲鼠害防治科技與技術及相關職業
安全應注意事項。所有培訓記錄必須妥善管理和保存。
3. 在服務進行前為工作人員及有關人士提供足夠和合適的個人防護用品及建議。
4. 在惡劣及危險的工作環境(如濕滑地面、斜坡、高空工作、密閉空間、有害
生物為患等)工作前，主管人員應先評估有關環境的情況，會否危害員工的
安全及健康，繼而採取適當的措施去減低危害，並知會有關危害及安排。
5. 需進行化學處理時必須嚴格遵守香港政府頒佈相關法規，如除害劑條例、
廢物處置條例…等等。(參考本協會印製的 “防治蟲鼠手冊”第五章第七
節[除害劑的安全使用]一欄)。
6. 所有除害劑的採購、儲存、運輸、使用和報廢等環節必須符合政府相關的
規定(參考本操守之附件三)。
7. 嚴格遵守香港政府的法規及協會的相關規範，並參考國際組織的行業技術
和指引。
8. 營運管理層必須確保全體人員隨時掌握行業相關法規、規定和指引(參考本
操守之各附件)。
9. 所有服務過程使用的記錄及相關檔案，必須妥善保存並保持存放不少於二年。
10.必須即時處理在進行防治蟲鼠(有害生物)工作時所遇到的工業意外事件，
並詳細記錄意外事件的發生經過和處理方法。所有記錄必須妥善管理和保存。

對業界及社會的應有責任
1. 業界
• 不斷進修，更新及提昇有關知識及技術水平。
• 盡力維護業界聲譽。
• 向業界通報出現破壞業界聲譽的事情。
• 保持業內廉潔、公平及公正風氣。
•以互相尊重和專業態度對待同業，避免對同業信譽進行攻擊和污蔑行為。
2. 社會
• 推擴正確防治有害生物意識。
• 倡導廉潔、公平及公正風氣。
• 運用業內專業知識及能力，幫助社會發展。

附件/指引
1. 除害劑的使用及管理指引(附件一)
2. 有害生物為患的調查指引(附件二)
3. 除害劑的優良管理(附件三)
4. 有害生物治理指引(参閱本協會印製的 “防治蟲鼠手冊”)
註：本協會編寫的本文操守是初版( 4/2011 )，歡迎各會員、同業友好、相關
人仕及機構向本會提出意見及指導，藉此令本操守日後有更充實完整的更新
版本。

除害劑的使用及管理指引

附件一

1.風險評估

(6)

除害劑使用人員的皮膚如有嚴重擦傷或患有皮膚敏感，而患處又可能接
觸到除害劑，該人員不應處理除害劑。
不要用沾染了除害劑的手或手套接觸臉及皮膚。
防治蟲鼠工作隊伍(車輛內備有適量清水)須帶備有肥皂、抹手紙等設
備，以供工作人員清洗皮膚。除害劑使用人員及實地監督人員在處理除
害劑時，不可吸煙、飲食或嬉戲。除害劑使用人員每天工作後必須在監
督下進行例行的皮膚清洗。

在處理蟲鼠為患問題時，應先考慮非化學物質的方法。若非化學物質方法並
不可行，在採用除害劑前應評估使用除害劑對該地方的影響。除害劑大多的
是有毒和有害物質，而各種除害劑對人體及其它生物的毒害程度不同及會有
極大分別。使用除害劑是有一定的風險，包括處理和施用除害劑或會引致急
性中毒，所以要盡力避免因使用除害劑而破壞環境或對人畜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

(7)
(8)

評估工作應包括：
•所選擇的除害劑對人畜及環境的危害最少。
•所選擇的除害劑是法例核准可以用於擬定用途。
•施用所選擇的除害劑的人員已有足夠的安全訓練。
• 在施用所選擇的除害劑時已有足夠的安全措施。
• 可於擬定地點及時間使用所選擇的除害劑。

3.3 混合及處理除害劑時應要注意的事項

2.選擇除害劑
• 除害劑必須已經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註冊，並附有法例規定所需的明確標籤。
• 所選擇的除害劑對人畜及環境影響最少。

3.安全使用除害劑
雖然我們在採用除害劑前已經過仔細的評估及對所選擇的除害劑進行小心的
挑選，長期接觸到小量除害劑或誤吞小量除害劑則會對健康造成日積月累的
影響。需施用、處理、監督使用除害劑的人員，必須知悉如何安全使用除害劑。

3.1 監督使用除害劑
(1)
(2)

(3)

(4)

監督人員須負責監督除害劑使用人員處理除害劑。
監督人員及除害劑使用人員必須清楚明白使用除害劑會涉及的風險，而
且己並接受安全處理除害劑的訓練。監督人員有責任嚴格監管除害劑使
用人員使用除害劑的方法和技術。
監督人員應只分派處理除害劑(包括施用除害劑)工作給已曾經接受足夠
的安全使用除害劑訓練的除害劑使用人員。監督人員及除害劑使用人員
必須清楚明白有關的安全使用除害劑指引。
在使用除害劑時，監督人員須負責就使用除害劑及使用除害劑的安全問
題向有關地方的佔用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提供足夠及適當的意見。

3.2 處理除害劑時的個人衛生問題
(1)
(2)
(3)
(4)
(5)

必須穿或使用合適的保護衣物和裝備來處理除害劑。
除害劑使用人員用使用除害劑時須穿工作服。
個人保護裝備須與除害劑使用人員的其他衣服應分開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於將沾染了除害劑的個人保護裝備及工具從施用除害劑的地點帶到另外
一地點時，須用適當的容器分開裝載，以避免污染所乘搭的車輛及個人衣服。
處理除害劑時所穿的衣服盡可能每天更換，並盡可能將工作服與其它衣
物分開以肥皂清洗。不透水的手套內外均須經常用肥皂清洗。

細心閱讀及理解除害劑容器上的標籤的使用建議。如有疑問，應向上級求教。
穿戴不透水的橡膠手套及按工作所需穿戴聚氯乙烯圍裙、合規格的面罩和護目鏡。
將用以混合除害劑的容器擺放於逆風位置。
在空氣流通(但沒有風)的地方混合及處理除害劑。
避免在強烈氣流、太陽照射情況下處理、混配、施用及稀釋除害劑。
不可在經常有人出入的地方進行除害劑的混合或稀釋工作。
用適當的儀器或附有標準容量標記的器皿準確量度所需的除害劑分量。
切不可使用破損的玻璃或塑膠容器配製、混和或稀釋除害劑。
在打開容器或把液體倒入噴霧器時，要盡量避免除害劑濺出。
為減少殺蟲劑滴珠的反彈和過量的噴灑，需按目的選擇合適噴嘴，並調
較噴壓及與噴霧目標的距離。
(11) 不可在濺出或溢出的除害劑會有機會污染任何水源的地方處理、施用、
混和或稀釋除害劑。
(12) 須立即用化學吸劑(例如幼沙、黏土或商用濺出物吸劑)清理濺溢的除
害劑。並將附有除害劑的吸收物用袋袋好，交由化學劑廢料公司處理。
    如暫時沒有合適的吸收性物料可供使用，也可使用報紙或其他吸收性物料。
(13) 必須立即用大量肥皂和清水清洗沾染了除害劑的皮膚。
(14) 必須立即更換已被除害劑沾染了的衣服。
(15) 每次完成工作後，必須清潔所有用來配製除害劑的工具。
(1)
(2)
(3)
(4)
(5)
(6)
(7)
(8)
(9)
(10)

3.4 施用除害劑應要注意的事項
已配戴合適的保護衣物及裝備，例如面罩/口罩、護目鏡、護耳、手套等。
施用除害劑的工具及器械必須性能良好除害劑及已調校正確。
施用除害劑的方法、分量等應按除害劑標籤的建議進行。
不可在強風下施用液體或粉劑類的除害劑。
應盡力避免食物或水源因施用除害劑而受到除害劑的污染。
切勿用口吹受到堵塞的喉管、通氣口或噴嘴。
必須停止使用有滲漏的工具及器械。
在施用除害劑前，必須事先通知施用除害劑地點及其附近的佔用人及/或
管理人，以便他們採取合適的行動配合除害劑的施用。
除除害劑使用人員、監督人員及必須在塲的人士外，其他人一概暫時不
應逗留於正在施用除害劑的地方。
(11) 在噴灑殺蟲劑前及期間，應關掉有關地點的空氣調節系統。不可在有關
地方的空間仍然有殺蟲劑的時間重新開啓空氣調節系統。

(1)
(2)
(3)
(5)
(6)
(7)
(8)
(9)
		
(10)

(12) 通知有關地方的使用人暫時切勿進入已經噴灑過殺蟲劑的地方，直至可
再次進入有關地方的時間為止。
(13) 切勿徒手而應使用工具收集昆蟲屍體。
(14) 通知有關地方的使用人不要徒手處理昆蟲屍體。
(15) 工作完結後，清洗所有在施用除害劑時曾使用的工具。
(16) 工作完結後，用肥皂徹底清洗保護裝備和雙手。

4.1 中毒時應採取的急救程序
為紓緩中毒人士的不適，以待接受治療，可為中毒人士進行急救。但决不可
以急救取代接受治療。避免花太多時間自行急救。

4.1.1 一般情況
(1)

3.5 貯存除害劑應要注意的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將用來貯存除害劑的櫃和房間鎖好。並指派專人負責存貨的保管，並定
期檢查貯存的除害劑。
除害劑必須貯存在適當倉庫/或危險品倉庫內。
如果沒有貯存危險物品牌照，不可貯存超過豁免申請牌照的除害劑數量。
不可將除害劑與食物、飼料、飲品、或吸收性强的物品貯存在一起。
除害劑應該貯存在乾燥和空氣流通的地方，並須避免陽光照射除害劑。
貯存除害劑的地方須裝有足夠照明。
貯存除害劑的地方要以防火物料建造，地台須鋪上平滑(沒有裂縫或裂
隙)的混凝土，並塗上一層不易磨損的保護層。
在除害劑貯存處入口必須有清楚展示例如「除害劑存放處－未經許可，
不得入內」的警告字句。
除害劑必須存放在原裝容器內。
取用除害劑後，必須把容器緊蓋。
盛載除害劑容器上的標籤必須保持完整無缺、字句清晰。(標籤可用透明
膠紙覆蓋，以免容易受損。)
負責管理除害劑貯存的人員必須定期檢查除害劑容器有否出現漏隙或裂紋。
要立即把有漏隙和裂紋的容器適當地棄掉，並盡快清理漏出的除害劑。
必須清楚記錄除害劑開始存放的日期及每次的提取量。
必須適當地棄掉所有過期的物料。

3.6 棄置除害劑容器和不需要的除害劑要注意的事項
(1)
(2)
(3)
(4)

4.

按香港政府環境保護署的規定，在棄置除害劑容器前，須用水清洗容器
三次，然後把容器刺穿或壓平(使容器不能再用)。
空除害劑容器的紙不可回收用作製造循環再造紙。
不可再利用空除害劑容器盛載其它除害劑或作其他用途。
不再需要的除害劑須存放在原裝容器內，以待適當地棄置，並按照標籤
上的指示處置不再需要的除害劑。

中毒症狀

出現除害劑中毒症狀所需的時間因個人體質、有關的化學品、劑量和接觸到
化學品的時間長短而有差異。一般的徵狀或會包括頭痛、眩暈、視線模糊、
痙攣、腹瀉、全身麻痺等。有些情況是病人會大量流汗、淚水或口腔分泌物
過多。如病情嚴重，病人或會感到噁心、嘔吐、心跳不正常、肌肉無力、呼
吸困難、精神錯亂、抽搐或昏迷。
無論接觸到除害劑的情況屬多輕微，如出現中毒情況或懷疑中毒，必須立即求醫。

(2)
(3)

中毒人士不可再接觸到除害劑。如皮膚沾染了除害劑，應用清水沖洗，
包括沖洗頭髮和指甲。如吞服了除害劑的人士仍能保持清醒和保持氣管
暢通無阻，須按指示設法嘔吐(參閱下列各點)。
保留除害劑容器及任何剩餘在內的物料；把字體可見的標籤交給醫生或
告知醫生化學品的名稱。
在處理因皮膚沾染了除害劑而中毒的事件時，急救人員會有沾上除害劑
的可能，所以急救人員必須穿上保護手套及衣服。

4.1.2 個別情況
		
		
		
		

皮膚中毒
(1)用清水(花灑、喉管及水龍頭)浸濕皮膚及衣物。
(2)盡量脫掉衣物。
(3)用肥皂和清水徹底清洗皮膚和頭髮；迅速清洗最為重要，以減少受
傷程度。
		 (4)抹乾身體並換上清潔衣物或用毛氈包裹。
		
		
		
		
		
		
		
		
		

眼睛中毒
(1)保持眼瞼開啟，並用大量清潔的水溫和地清洗眼睛。
(2)持續清洗眼睛15分鐘或以上。
(3)不可在清洗眼睛的水內添加化學品或藥物。吸入有毒物質(塵、煙
霧、氣體)
(1)打開所有門窗。
(2)立即把中毒人士帶往空氣清新的地方。
(3)盡量解開所有緊身衣物，但要防止涼。如有須要可用氈包裹中毒人
士，但不可令其身體過熱。
(4)如中毒人士抽搐，須留意他的呼吸情況，防止他跌倒，以免頭撞向地
面或牆。抬高他的下巴，以保持其氣管無阻，呼吸順暢。
(5)不可讓中毒人士飲用任何含酒精的飲品。

		 吞下有毒(除害劑)物質
		 (1)應立刻送院延醫，不要給患者吞服任何東西、
		 (2)不要設法使患者嘔吐
若中毒患者需要送院治理時，必須携同導致患者中毒的除害劑標籤給醫療人
員查閱。

有害生物為患的調查指引

附件二

在處理每一宗有害生物為患的個案時，防治蟲鼠人員首先要確定問題所在，
然後决定採取那種方法去防治有關的有害生物。為減低防治有害生物工作對
環境及其它非目標生物的不良影響，防治蟲鼠人員應採用有害生物綜合治理
的概念來處理每一宗有害生物為患的個案。
有害生物綜合治理的概念是基於在進行防治有害生物工作時盡力保持生態平
衡。採取有害生物綜合治理的概念時，防治蟲鼠人員要有計劃地綜合及統一
使用各種包括化學、物理、生物及環境等防治方法。為使防治蟲鼠人員的防
治計劃具可行性及針對性，防治蟲鼠人員在制定防治計劃前，必須進行有害
生物為患的調查。

1.鼠患調查
1.1. 調查目的是搜集所需資料，以便制定具針對性的防治鼠患計劃。需搜集
     的資料包括：
(i) 老鼠的品種，以及每個品種的老鼠的為患程度
(ii) 老鼠的食物來源
(iii) 任何可能存在及確實存在的老鼠洞穴及其匿藏處
(iv) 任何可供老鼠進出有關地方的通道
1.2. 防治蟲鼠人員必須詳細了解據報有老鼠為患處及其附近的環境，包括樓
宇設計、樓宇用途及公共設施。並主動向住戶查問鼠患的歷史、曾經看
見有老鼠出沒和鼠患迹象的地方，以增加防治蟲鼠人員了解鼠患情況。
防治蟲鼠人員必須全面研究有關老鼠出沒的範圍。這個範圍可以從一間
小貯物室至大厦的整層或多層及其天井、花園和後巷等附近的地方。
1.3. 估計為患鼠隻的數目可顯示問題的大小，但防治蟲鼠人員差不多無法
得 到準確的數字。另一方面，估計鼠隻的分佈情況對防治鼠患是十分重
要。防治蟲鼠人員可根據老鼠的分佈，估計鼠患為密集或稀疏。如果估
計老鼠數目為 20隻以下，鼠患情況可列為「輕微」；而老鼠數目介乎20
至 200 隻之間，鼠患情況則可列為「嚴重」。而“極嚴重”鼠患是指老
鼠數目可能超過200隻。
1.4. 為取得有效的調查，防治蟲鼠人員必須與受鼠患影響的所有人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要取得有效的防治鼠患給果，防治蟲鼠人員必須取得受鼠
患影響人士的信任及配合，防治蟲鼠人員要將有關調查結果告知受鼠患
影響人士，除將擬議的鼠患防治措施和日後連串的有關工作安排詳細向
受鼠患影響人士解釋外，並向受鼠患影響人士建議他們如何能協助消除
引致鼠患的因素。

1.2. 鼠患痕迹是協助調查工作的線索。但是防治蟲鼠人員必須小心，單靠任
何某一種的痕迹都不能完全顯示鼠患的情況。部分鼠患痕迹未必被人發
現。下列為鼠患的痕迹：
老鼠留下的糞便是最常被發現的鼠患痕迹。防治蟲
(i) 鼠隻糞便
鼠人員可根據糞便的形狀及大小判斷鼠隻的種類，同時亦可次根據糞便
的數目、分布和新鮮程度而判斷老鼠為患程度和歷史。按老鼠的生態，
小家鼠每日排出 50 至 100 粒很小，長度不足 10 毫米，往往是一端或兩端
呈尖削狀的糞便。而溝鼠和家鼠則每日排泄多至 50 粒糞便。溝鼠的糞便
又大又圓，長達 20 毫米，通常成堆發現。家鼠的糞便一般是成彎曲狀，
長達 15 毫米，通常散布各處。所有剛排出的老鼠糞便都很柔軟，很多時
有光澤和濕潤，數天內會變得乾硬。排出很久的糞便顏色暗淡、蓋滿灰
塵，並可輕易弄碎。防治蟲鼠人員要注意，糞便的顏色可隨鼠隻所吃的
東西而改變。要跟進防治鼠患工作的進度，防治蟲鼠人員必須清除舊的
糞便，留意是否有新的糞便出現。
老鼠通常緊貼牆壁或物件的表面行走，以作掩護。老
(ii)鼠隻擦迹
鼠身體上的污物和分泌的油垢會被弄髒經常與老鼠接觸的表面而形成擦
迹。這些擦迹可顯示老鼠長久以來的行走路線或存在已久的鼠洞。
老鼠會反覆和慣常地使用同一路徑來往巢穴和食物來
(iii)老鼠通道
源之間。在戶外，新形成的鼠道很平坦，堆滿被踐踏的草木。在戶內，
沿地板或屋椽造成的鼠道，一般都無灰塵或污物。由於鼠道一般都有明
顯的老鼠尿迹，而老鼠尿迹在365毫微米的紫外光照射下會出現瑩光點，
防治蟲鼠人員可利用波長365毫微米的紫外光找出鼠隻出沒的鼠道。
老鼠的門牙終生不停地生長，因此，老鼠必須啃咬木
(iv)老鼠囓痕
材、金屬、塑膠等硬物，藉以保持牠們的門齒長度。有可能發現平排的
老鼠牙印的地方例如門隻、傢俬、喉管、肥皂、塑膠器皿、紙盒等。發
現老鼠牙印的地方有時附近還有嚼碎的食物。門左右兩邊的下角、木板
和木柜被老鼠咬囓後，會出現鼠洞。
老鼠會在滿佈灰塵的表面或泥土上留下腳印。在家居
(v)老鼠腳印
出沒的老鼠的前腳有四隻腳趾，後腳有五隻腳趾。老鼠一般是留下比較
明顯的後腳足印。成年老鼠的後腳足印大約長 2 至 2.5 厘米，而小鼠的後
腳足印只有約長1厘米或短一些。為確定老鼠的活動，防治蟲鼠人員可以
在懷疑有老鼠出沒的地方舖上滑石粉或爽身粉，使老鼠留下腳印。
溝鼠喜歡在泥土、損壞的行人道、護土牆的疏水孔內
(vi)鼠隻巢穴
挖洞做巢穴。家鼠和小家鼠則很少住在這些洞穴內。有老鼠居住的洞穴
口通常並無任何植物，泥土也顯得結實和平坦。在新近形成的鼠洞洞口
外會有一少堆泥土。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鼠洞會變圓及滿布擦迹。要確
定洞穴內是否住有鼠隻，可把廢紙稍為塞入鼠洞口，並於翌日再作檢查
廢紙是否仍然塞在鼠洞口。

2.節肢類害蟲調查和收集樣本
2.1. 進行節肢類害蟲調查的目的為確定害蟲的品種、蟲患的成因及受害蟲影
響的範圍。防治蟲鼠人員在處理節肢類害蟲為患的個案時，有機會遇見
的節肢類害蟲品種甚多，不能盡錄。但大部分常見的節肢類害蟲均會在
大範圍內活動，其中部份害蟲更會飛，因此，調查節肢類害蟲時所包括
的地方必須覆蓋牠們的可能活動範圍。

除害劑的優良管理

附件三

當處理埸所需要進行化學工序 (使用除害劑) 時，操作人員必須以負責任的態
度小心處理，實踐優良的除害劑管理，才能保障自己、公眾及環境的安全與
衛生。執行優良的除害劑管理系统大致可分為：購買、施用、運送、儲存及棄置。
							

2.2. 確定害蟲的品種是防治害蟲工作的基礎，而這個步驟對有效防治害蟲非
常重要。防治蟲鼠人員必須盡力收集有完整軀體的害蟲樣本、害蟲殘
肢、害蟲的卵或害蟲的排泄物等，以確定害蟲的品種。如果樣本經鑑別
後不能得出明確的結果，應尋求專家協助完成有關的鑑定工作。

除害劑管理層面

2.3. 進行調查時，應盡量收集多些樣本，以方便準確地鑑定害蟲的品種。要
避免收集到的樣本受損，有待鑑定的樣本應存放在合適的樽或盒內。在
收集蟎和書蝨等非常細小的節肢類動物時，應盡量避免使用膠紙將非常
細小的節肢類動物粘上，以免損壞節肢類動物的身體，使品種鑑定工作
難以進行。防治蟲鼠人員可使用沾有酒精或水的小毛筆把非常細小的節
肢類動物收集到已載有酒精或水的小瓶內。

購 買

施 用

運 送

儲存及棄置

購買
•
•
•
•
•
•
•

已在香港註冊的除害劑
包裝完整
附有適當的中英文標籤
針對蟲害蟲類，選購合適除害劑
選用對人畜及環境危害較少的除害劑
選用不同有效成份類別的除害劑，以減低害蟲的抗藥性
不宜購買過多，足夠應付日常工作所需便可

施用
•
•
•
•
•
•
•
•

只可讓已接受適當訓練的員工施用
依標籤所列各項指示小心施用
混合及調配藥劑時份量要準確
選用合適性能良好的器具及配合正確的施藥方法
穿著適當的保護衣物及設備
施藥前後及期間，採取各項所需的安全程序及預防措施
在適當的位置張貼警告標誌
應盡早預先通知顧客及其他受影響的人士，提供用藥資料及需採取的
預防措施
• 應詳細記錄施放除害劑工作資料以及最少保存記錄兩年
• 定期保養、維修及調校器具

運送
• 除害劑不可與食物，飲品一同運送
•  裝卸要小心
•  運送時要穩妥固定
• 準備適量布料，沙，空容器，清潔用品等，以防藥劑有輕微洩漏時可
初步處理
• 常備物料安全資料表(MSDS)                                
• 無人看守時，緊記鎖好車輛門窗
• 運送列為危險品的除害劑時，須符合消防處規定

儲存及棄置
•
•
•
•
•
•
•
•
•

不可與食物，飼料或吸收性強的物料一同存放
小心鎖藏
只准許授權人士接近
定期檢查儲存情況和保存最新存貨記錄
常備物料安全資料表(MSDS)
切勿將空容器作其他用途
準備適量布料，沙，空容器，清潔用品等，以防藥劑有輕微洩漏時可
初步處理
儲存列為危險物品的除害劑時，須符合消防處規定
若要棄置過期或不需要的除害劑，須符合環保署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