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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執行委員會
(2019 至 2021年)
名譽顧問
李華明先生 SBS, JP
陳恒鑌議員 BBS, JP

致洗衣業特別資訊

葛珮帆博士 BBS, JP

﹙二﹚

榮譽會⾧
梁松先生 Danny Leung
嚴國明先生 David Yim
會⾧
李希文先生 Benson Li
添豐洗衣有限公司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 香 港 疫 情 已 進 入 「 緊 急 級 別 」， 病 毒 有 機 會 廣 泛 傳 播 ， 並 出 現
「隱形帶菌者」及即使病發中亦未必出現病徵，完全防不勝防 。

主席
周漢強先生 Eric Chau
富藝乾洗公司

隨着農曆年假結束，各洗衣工場、店舖等工作場所相繼恢復運作，業界及從業員要加強防護

副主席

措施，以「顧己及人」為大任，自律「個人衛生」及嚴守「防疫措施」
。

李林先生 Lee Lam
如意洗衣(香港)有限公司
陳小萍女士 Elaine Chan
恒隆白洋舍乾洗有限公司
秘書

香港洗衣商會就防禦疫症向業界及從業員提出以下加強措施建議，以減低感染和傳播病毒的
風險：

郭偉強先生 Ricky Kwok
司庫
伍君武先生 Kenny Ng
百達乾洗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
李文先生
新龍洗衣有限公司
關瑞成先生 Tony Kwan
馬田專業乾洗

 工作處所應配備探熱設置量度員工體溫
 定期清潔消毒工作地方及設備，如門市店舖收衫枱面，工場衣物檢查工作枱，衣物盛載
器具、運輸工具等
 上、下班及工作期間都必須佩帶口罩
 開始工作前，要先認真洗手，才可回到工作崗位
 處理未潔淨衣物後，務必洗手或用消毒劑搓手

周榮光先生
金發洗衣有限公司

 接觸乾淨衣物前，務必要先洗手

盧兆鴻先生 Teddy Lo

 手未潔淨消毒，不可接觸眼、耳、口和鼻

匯豐洗衣公司
黃焯華先生
萊斯洗衣有限公司
何捷先生 Johnny Ho
明華乾洗

 口罩棄置時要向外反摺及紮實 ，即時放進有蓋專用口罩垃圾桶內
 垃圾桶每天最少清理㇐次
 特別近日曾有外遊者，回港起計算 14 天內必須佩帶口罩及特別嚴格管理個人衞生
 在工作期間如有不適，請即通知部門主管

張錦榮先生 Kafin Cheung
美麗華乾洗公司

技術顧問
梁國顯先生 Peter Leung
偉思化工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何君堯議員 JP
周浩鼎議員
陳凱欣律師
文書及網站管理
梁耀祥先生 Y C Leung
核數師
鄧信能會計師事務所

現在如任何有疑似個案件，當局便要立即隔離，各同事，家人及廠方都受牽連。
在此呼籲各同業除做好自己的個人防護外，請在洗衣崗位上盡力做到最好，使員工及用家
都安心使用。我們㇐起為防疫出㇐分力。

香港洗衣商會
2020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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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執行委員會
(2019 至 2021年)
名譽顧問
李華明先生 SBS, JP
陳恒鑌議員 BBS, JP

致洗衣業特別資訊

葛珮帆博士 BBS, JP
榮譽會⾧
梁松先生 Danny Leung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即武漢肺炎)正廣泛傳播。

嚴國明先生 David Yim

根據內地衞生部門提供的資料，個案病徵主要為發燒，少數患者呼吸困難。其中部分

會⾧
李希文先生 Benson Li

患者病情嚴重，並有死亡個案，疫情嚴峻。本港現已有確診個案，即有極大機會出現

添豐洗衣有限公司

疫情爆發。

主席
周漢強先生 Eric Chau
富藝乾洗公司
副主席
李林先生 Lee Lam

據「衞生防護中心」稱，現時沒有預防這傳染病的疫苗及治理方法。要預防肺炎及呼

如意洗衣(香港)有限公司

吸道傳染病，市民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衞生，保持雙手清潔。外遊時，不要接觸動物；

陳小萍女士 Elaine Chan

不要吃野味；及避免到濕貨市場、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港後發燒或者有其他

恒隆白洋舍乾洗有限公司
秘書

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並馬上求醫，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

郭偉強先生 Ricky Kwok
司庫
伍君武先生 Kenny Ng
百達乾洗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
李文先生
新龍洗衣有限公司
關瑞成先生 Tony Kwan
馬田專業乾洗

香港洗衣商會就防禦疫症向業界提出以下呼籲及建議：
 業界應啟動工作場所防範措施，如定期清潔消毒升降機按鈕、觸摸扶手或門把等，
設消毒站予員工，並確保員工執行
 適時發佈相關資訊，以便從業員、員工作出即時應對措施。

周榮光先生
金發洗衣有限公司

「衞生防護中心」特設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專題網頁供瀏覽：

盧兆鴻先生 Teddy Lo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465.html

匯豐洗衣公司
黃焯華先生
萊斯洗衣有限公司
何捷先生 Johnny Ho
明華乾洗
張錦榮先生 Kafin Cheung
美麗華乾洗公司

技術顧問
梁國顯先生 Peter Leung
偉思化工有限公司

 按處理不同衣物的需要，啟動員工處理衣物時的防護工序，例如，帶手套、口罩、
防護衣等，處理衣物後㇐定要洗手或用消毒劑搓手
 定期清潔消毒處理衣物後的工作地方，如門市店舖收衫枱面，工場衣物檢查工作
枱，運輸工具等
(溫馨提示：與衣服有接觸的工作枱面使用消毒劑後要確保徹底清洗，以免消毒劑
對客人衣物做成影響)
 個人必須時刻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

法律顧問
何君堯議員 JP
周浩鼎議員
陳凱欣律師

業界對疫情的警覺性提高，可確保業務運作不受影響及員工健康。

文書及網站管理
梁耀祥先生 Y C Leung
核數師
鄧信能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洗衣商會
2020 年 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