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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現有合作之洗衣工場質素是否不佳、貨期不

準、衣物損壞率偏高及溝通不足？如以上所述之情況

貴店均有發生，很不幸貴店的業績一定並不理想及店

務員所承受的工作壓力亦會很大。

因此能找到一間有高品質，有責任及有溝通之洗衣工

場作伙伴，是洗衣門店踏上成功之路一的重要關鍵。           

本公司自設6仟多呎廠房，一向以提供五星級酒店洗衣

質素作招倈，而所聘請之洗熨技師大部分均曾任職各

大酒店洗衣房多年，經驗豐富質素高，給與各貴店信

心及保證。歡迎各洗衣店舖至電與我們聯絡。

洗衣王有限公司
電話：2714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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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業訂閱，一年（四期）訂閱連郵費如下：
香港 HK$75，澳門 HK$90，中國 HK$90，台灣 HK$90，新加坡 HK$105，馬來西亞 HK$105

訂閱熱線：(852) 2481-0009

14 會訊速遞 – 參觀港燈發電廠



美 新 乾 洗
EVERGREEN LAUNDRY

本公司成立超過二十年，於一九九七年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廠房佔地七仟呎，門市分佈九龍及新界，同時亦致力發展多元化之洗衣服務。

我們的專業團隊熱誠服務各大小商業客戶，居家客戶。

觀塘翠屏邨商場地下1C舖 2348 0039
藍田廣田商場2樓202號舖 2347 3026
粉嶺聯和墟聯興街21號地下 2646 6798
旺角廣東道831 J號地下12號舖 2148 1887
荔枝角深盛路9號宇晴滙商場2樓58號舖 3488 6498

工場及寫字樓：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54號德信工業大廈4樓全層        2675 5106
http://www.evergreenlaundry.com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商場地下92舖 3904 3253
大埔運頭街61號福安樓地下11號B舖 2653 2265
青衣長發邨街市商場地下１號舖 2433 3810
上水名都商場地下1A舖 2672 6228
粉嶺華明邨商場地下115號舖 2676 0661

分店地址:

我們的服務包括:

酒 店 布 草

檯 布 及 餐 巾

制 服 工 衣

美 容 毛 巾

機 器 買 賣開 舖 咨 詢

專 業 乾 洗 行 家 乾 洗

清 洗 窗 簾

婚 紗 晚 裝

快 捷 磅 洗

皮 衣 保 養





主席的話

06 Chai r man’s  Speech

1. 共開了12次的「每月例會」，主要集中討論「洗衣聯」活動的安

排、「洗衣聯」刊物《愛．洗衣》的分工。並就洗衣業的安全、能

源、節能、環保、市場、管理、營運、機器及洗滌技術上互相交流。

例會是在酒樓舉行，首兩小時是開會，開會期間是歡迎會員一起聆

聽。會後一起聚餐並由新會員自我介紹，最後大家輕鬆溝通交流。而

例會宗旨是只談技術交流、營運分享，不談價格取態。

2. 共出版了4期《愛．洗衣》，感謝出版委員會的努力，在每期的事前

開會、事中的採訪、事後的郵寄安排，都認真工作，感謝紅巴士製作

有限公司的專業幫忙，令《愛．洗衣》質素提升。《愛．洗衣》主要

是報導最新安全知識、機器訊息、環保節能、洗衣處理個案等等給業

界。每期會郵寄給全港所有洗衣同業、酒店洗衣房、賓館、老人院及

其他有需要使用洗衣服務或使用洗衣機器的行業等等。

3. 共舉辦了3次的聚餐分享會，為了提升每月聚餐的質素，特別安排了

有份量的團體來一起聚餐，藉以透過聚餐發放一些資訊給會員。過去

共邀請了四個團體代表來臨，分別有；香港石油產品商會主席、香港

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協會理事長、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主席、明愛樂

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經理。

4. 共參觀了2次在國內舉辦的「洗衣展覽會」，期間並安排到國內的洗

衣連鎖店及洗衣廠參觀。使各會員不單得到最新的洗衣機器訊息，還

認識了國內的洗衣同業，了解國內經營洗衣的狀況。在參觀期間，安

排了多次的特色晚餐，同業間透過聚餐輕鬆交流，可說是行程豐富。

非常高興地宣佈「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已成立一週年！感謝本會各位副主席及委

員出心出力，令「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在知名度及會員的増長上有顯著的提升。

以下是本人謹代表「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的週年報告：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
週年報告

黃達強（Ringo Wong）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創會主席

現為陽光洗衣便利店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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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舉辦了2次「參觀同業洗衣廠房」，透過這些活動，各會員加深了

彼此的認識，並且對洗衣有更全面的認識。

6. 共舉辦了2次大型聚餐，第1次是「洗衣聯」春茗，第2次是2013年9

月9日「洗衣聯」週年聚餐。同業難得聚首一堂，氣氛熱烈。而經過

委員會商量後，定出每年只舉辦一次大型聚會，決定逢每年的9月9

日為「洗衣聯」的週年聚餐。

7. 舉辦了1次同業技術交流，本會邀請了「北京潔寶」作皮革護理技術

交流。是次交流綱要：認識皮革、常見皮革種類、光面革、苯胺革、

絨面磨砂革的護理工藝、奢侈皮具護理、根據現場素材作即場演示。

本次交流一連兩天進行，各會員對是次交流高度評價，除了見識到最

新的皮革護理技術外，各人均可現場動手學習，實用性很高。

8. 舉辦了1次全港公開的「安全使用乾衣機知識研討會」，「洗衣聯」

以主辦單位身份邀請了以下的機構出席講解：包括機電工程署、中華

電力、香港電燈、香港中華煤氣及香港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協會。是

次研討會來賓非常踴躍，對乾衣機安全使用上非常關注，在答問環節

上問了很多問題，而上述單位均能一一解答。整個研討會超時完結，

很多人也依依不捨，望日後再有同類研討會推出。

 總結：過去一年本會舉辦大大小小活動合共27次，參加人數超過

1,000人次，派出及郵寄數以萬本《愛．洗衣》給各界洗衣同業，加

上上網觀看「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的網站http://www.hklsa.com/多

不勝數，可以說是讓洗衣業界認識同業的一個很好的橋樑。我們一班

委員花這麼多時間經營「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提升業界專業，維繫業界良好溝通。

 在此，感謝過去支持本會的同業，請你

們在未來的日子繼續支持我們。而過去

因事忙未能出席本會活動的朋友，請多

注意本會的活動，誠意邀請閣下參與。

謝謝！

祝　萬事如意！

黃達強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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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位於九龍渡船角，開業一年，專業乾

洗、磅洗服務。宗旨：保證做到最好。

文蔚乾濕洗衣專門店
第七界別

公司負責人

洗衣門市（乾洗外發）

張伯升

本公司位於油麻地，開業3年，專營各類

濕洗洗滌助劑。致力為洗衣業界提供高去

污效能的洗劑。

祥豐行清潔用品有限公司
界   別

公司負責人

洗衣物料供應商

張伯升

本廠位於火炭，開業已有29年，服務包

括餐飲、會所、政府部門、健體中心、酒

店、美容布草毛巾清洗。

萊斯洗衣有限公司
第五界別

公司負責人

水洗工場（沒有大燙設備）

Wong Cheuk Wah

本店位於香港西環區，開業一年，專業乾

洗、磅洗服務。宗旨：用心服務、以客為

先。

清深洗衣專門店
第七界別

公司負責人

洗衣門市（乾洗外發）

Harry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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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位於荃灣，開業一年，廠房服務包括

美容，酒店，服務式住宅之布草毛巾清

洗。門市設有乾洗、磅洗服務。

新美洗衣有限公司
第二界別

公司負責人

綜合式洗衣門市連乾洗工場

陳松基  土木工程系博士

新美洗衣公司
New Mei Laundry Co.

本店位於香港小西灣，開業兩年，服務包

括乾洗、磅洗、改衣。宗旨：將專業洗衣

帶到專門行業，家居和個人護理。

香港專業洗衣
第七界別

公司負責人

洗衣門市（乾洗外發）

J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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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Texcare Asia 2013上海展覽會

2013年11月19日至21日，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主席率團走

訪Texcare Asia 國家紡織品專業處理（洗衣）亞洲展覽會。

本屆展會在業內重要城市上海舉行，三日的參觀訪問，讓每

位團員都收穫豐富，滿載而歸。

Texcare Asia 國際紡織品專業處理（洗衣）亞洲展覽會自

1998年舉辦以來，每屆展會都吸引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

觀眾。本展會也已成為亞洲洗衣行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

國際展覽會之一，每次都成功匯集國際級大型供應商和各地

權威的協會和商會。

近年來，中國的市場發展令人印象深刻，與其他新興市場一

樣，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刺激了業內對新項目和新型服務

的投資，促進新的洗滌設備和洗衣技術的快速發展，以滿足

醫療衛生，酒店和企業制服的洗滌需求，從這次展會傳遞出

的信息亦印證這一變化。

乾濕洗行業在經濟環境的變遷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無論其業務規模

大小，所有的設備生產商都將重心放在了最佳效率上。從展出的最新設

備，新技術都注重于智能化，效率

化，自動化，這也是對應眼下勞工成

本高企，租金高企的變化，正所謂競

爭推動科技進步。

本次展會與往屆相比，多了大型的系

統化設備，尤其是布草水洗方面的設

備，可見內地布草水洗業的發展迅

猛。國產傾斜式大型洗衣機、乾衣

機、多滾平燙機、全自動折疊機在這

次展會上都可見到，而且有多個品牌

產品可以比較。更有生產商設計生產

了「品」型三滾平燙機，既高效又節

能，很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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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洗設備方面，各供應商爭先推出多溶劑型

設備：除了石油溶劑型外，環保溶劑型的硅

油乾洗機近年也成為國內行業的熱門。四氯

乙烯的污染問題在國內，不僅官方而且民眾

都已在熱烈討論，四氯乙烯被淘汰的趨勢已

在加快，恤衫熨燙機，多功能衣物熨燙機在

這次展覽上也佔了重要比重，這些設備都大

大提高了洗衣廠的生產效率，減輕了員工的

工作強度。

在包裝方面，全自動的分揀系統已不在是國

外廠商的專利，國內產品經已成熟有效，能

準確分揀衣物。更有創意的是，有廠家設計

推出了自動乾洗收衣系統，可二十四小時自

助收取乾洗衣服。雖然這些年來國內自助水

洗洗衣發展迅速，而且廣受歡迎，自助乾洗

收取衣服系統，便讓全自助洗衣業發展的更

全面。

在三日的行程中，聯會參觀團也參觀訪問了內地兩個同行企

業，一個是大型的系統化洗衣廠陽光洗衣廠，另一個是國內較

普遍模式集門市加工場於一體的洗衣店ILSA上海連鎖店，增進

了與內地同行的交流與了解。



14 News Express

會訊速遞會訊速遞

2013年12月14日，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洗衣聯)非常榮幸獲邀參觀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位於南丫島的發電廠。當天早上

9時，一眾聯會主席、委員等到達海怡半島港燈辦事處，已見港燈商務科市務經理(商業) Thomas及其同事笑容滿面歡迎我

們。20分鐘後我們已到達面積50公頃的南丫發電廠，到達南丫碼頭後，隨即安排上了一部中巴，直接去到訪客中心。中心

陳列了很多相片及大大小小模型，導賞員輕鬆地介紹港燈由1890年至今的發展史。

認識如何透過環保設備減少碳排放

參觀港燈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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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天然氣發電機組

導賞員介紹港燈發電廠的規劃

因今次參觀的洗衣聯會員，大部份都有操作鍋爐的經

驗，所以對鍋爐最感興趣。大家都對鍋爐的結構、燃

料、脫硫裝置、馬力、體積、煙囪高度、減碳排成效

等問題，一一發問，而導賞員非常專業，全部答案都

能令我們清楚明白。導賞員還介紹天然氣發電佔港燈

總發電量30%，天然氣發電機組主要在南丫發電廠擴

建部分，天然氣燃燒後產生的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碳會

大幅減低，二氧化硫及懸浮粒子的排放量更近乎零，

可減低對環境的破壞。

然後帶我們參觀了鍋爐發電機組，洗衣聯會員們在這

時都非常興奮，因為實在很難得有機會這麼近距離了

解發電機組。我們在這裡逗留了十多分鐘，並拍照留

念。其後，再參觀了全港最大的太陽能發電板，其中

一個有一個足球場面積大小，數目約有800塊，而在南

丫發電廠一共約有8,600塊太陽能發電板，分佈於不同

廠房的屋頂及空曠位置上。每年可生產110萬度/年，

可減少915噸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種植39,000棵樹

木。時間飛快，不知不覺當我們踏上歸途時已是中午

時份。可能是運動量大，所有會員一致讚成去鴨脷州

大街吃海鮮午飯，整個參觀活動就在海鮮酒家中你一

言我一語的歡笑聲中結束。



探訪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對聘用智障人士有更深認識

在2013年12月6日，「洗衣聯」一眾會員參觀了「明愛樂務」位於九龍亞皆老街的綜合職業訓練中心。這天目的有兩：一．讓我們

了解到殘疾人士，要適當的培訓及指導，必能發揮其潛能，達致正常就業，融入社會；二．「明愛樂務」特意邀請「洗衣聯」對

他們的洗衣培訓部提供專業意見，藉以令更多學員得到更有效的培訓。

到達後，我們先與中心經理及導師們一起進行午餐簡介會，而午餐是由學員精心製作的。各位會員餐後都認為食物與服

務都很好。席間中心經理陳永祥介紹了此中心的歷史背景及使命，現在約有150個學生，這些學生都是三

年制，導師會按各同學的特質及興趣而安排到不同工作環境培訓。可以說在這裡上課，學員

的父母放心，學員又學習到一技之長，企業又得到勞動力(學員)支援，並且在社會上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明愛樂務」培訓中心就是一個好例子了，實在是一舉數得。

而中心副經理黃少芬就說出同學學習的工種很多，例如：餐飲侍應、餐飲

制作、洗衣助理、辦公室助理、圖書館助理、綜合清潔、物流及包裝、創

意藝術等等。他們經過約一年的培訓後，看同學進度而安排走出訓練中心

去到實際工作環境上班。本身是職業治療師而負責對外聯絡的關Sir說出，

他們先與有興趣聘用學員的僱主認真溝通，再聯同工場導師李Sir等人一起到

現場了解工作環境及工作需求，然後回到中心為準備出外的學員作針對性培

訓。到學員真正踏出中心到新的工作環境後，就業輔導服務導師胡Sir就會經常

去到工作現場，與學員的上司了解該學員的表現，有需要時作出跟進輔導。

16 News Express

會訊速遞會訊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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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我們急不及待到洗衣培訓現場看看。現場所見有洗衣機及乾衣機，一些抽濕熨床及熨斗，有一

個小型大燙機。同學們有些在摺毛巾，有些在熨衣，有些在掛衣。可能是每天都做重複又重複，

看見他們都很落力去做，而且表現很穩定。「洗衣聯」一眾會員聽完介紹後，各人都非常有興趣聘

用這些學員，而部份會員更即場與負責對外聯絡的關Sir約時間見面。整個活動到了最後可算是最

高潮，因大家都好有興趣聘用這些學員，到了活動完結時，「洗衣聯」眾會員是依依不捨地離開。

如有興趣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予殘疾人士，請聯絡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關海天先生或黃秀明先生

電話：27110699

電郵：rslmivtc@caritassws.org.hk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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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乾衣機知識研討會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本著互相交流互相學習的心，並致力提升業界對

安全的意識。聯會於2013年10月18日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了首次 

《安全使用乾衣機知識研討會》。當天大會除了邀請一眾洗衣業界朋友

參與外，還有其他來自不同行業

的朋友，例如：安老院舍、學

校、社區組織等、一同學習。而

當天我們十分榮幸能邀請到7位主

講嘉賓為我們作出分享，令在場

人士都有所得著。

眾多人士到來希望得到更多安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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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一開始便由香港洗衣服務業會創會主席

黃達強先生致歡迎辭。並由副主席江麗萍小

姐講解聯會舉辦研討會的目的：「一向都好

少得到有關安全的資訊。每次聽到有關因

乾衣機的火災都感到痛心，因為都曾經經歷

過火災，知道當同業遇上同等問題會感到無

助。所以希望同業可以經過今日得以安全排

在第一位，讓同業及員工，甚至員工的家人

都安心讓他們在洗衣行業打拚。」

台下每位與會者均專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副主席江麗萍小姐：「好讓同業，

同業的員工，甚至員工的家人都安心讓他們在洗衣行業

打拚。」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

會主席黃達強先生

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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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集團商務科市務經理(商業)雷志堅先生為大會

講解「基本配電知識及洗衣店存在的風險」，例如電線短路、機器過熱

等、希望提高業界對保養電力裝置及機器的意識。接下來便由香港中華

煤氣有限公司業務發展助理工程師鄒啟明先生講解「如何安全使用洗衣

店煤氣乾衣機」，特別著重排氣管道的設計：例如排氣管物料必須為至

少厚0.5毫米鍍鋅金屬片建造，並安裝檢查門，而且必須排放到室外。

之後香港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協會理事長溫志強先生分享

「聘請註冊氣體承辦商應注意的事項」，其中最重要是雖

然法例上並無將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分類，但註冊氣體技

工是有分類那些工程可以做那些不可以，所以要業界多加

留意技工的專業資格。及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市場及客戶

服 務 業 務 署 理 市 務

及 發 展 經 理 梁 永 康

先 生 為 洗 衣 業 帶 來 

「安全及節能的資訊

例如照明系統及空調

系統的發展」，令洗

衣業界可以更加環保

及節約用電。

為提高業界的認識，大會邀請到眾多有份量的嘉賓

與業界作出分享。首先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

署電力法例部機電工程師姚德泰先生講解「固定電

力裝置的安全」，姚先生特別提醒業界店舖甚至工

場最少五年要進行一次電力裝置檢查，而且需要找

合資格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作檢查。及後機電工程署

氣體安全監督關淑儀小姐再為業界講解「洗衣店的

相關氣體安全」，例如瓶裝氣體的法例儲存量、氣

體軟喉的正確接駁、排氣喉的常見問題等。對此實

用性甚高的資訊，在場人士都感到共鳴並立即以

手機拍攝相關知識。在此亦再次感謝姚先生及關小

姐允許聯會將他們的電腦檔案上載到「洗衣聯」網

站，供更多同業觀看及認識。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姚德泰先生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集團商務科市務經理雷志堅先生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署理市務及發展經

理梁永康先生

香港氣體及燃料業從業員

協會理事長溫志強先生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關淑儀小姐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師鄒啟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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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大會邀請到從事洗衣業15年的陽光

洗衣便利店總店長仇慕霞小姐，以第一

身的身份講述一次洗衣店火警的經過及

之事後的處理，好令在場人士加深體會

安全的重要性。

最後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副主席余兆勳

先生為大會作出總結：希望洗衣業界可

以更加注意安全，特別是乾衣機的定期

保養及維修更加是不可忽略。

於現場所見，在場人士對是次大會的安排都十分滿意，特別在答問環節中踴躍提問，

而且找緊機會與同業進行交流。是次大會得以順利完成實在多得各方友好的支持及鼓

勵，本會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再次舉辦同類型的研討會，提高洗衣業界的知識。

如想得到更多有關該研討會的資訊，歡迎觀看聯會網站 www.hklsa.com 。

會後在場人士的回應: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副主席

余兆勳先生為大會作總結

陽光洗衣便利店總店長仇慕霞小姐

答問環節中參加者踴躍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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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洗衣物處理經驗分享

香港同行們多會同時經營磅洗和乾洗，兩者的營業額可是不相上下。而相較乾洗，磅洗的收入是百分百的算進店舖口袋，對

店舖的收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聖誕新年前後，正是本港洗衣同業的旺季。工作量增加，自然是好事，但是要處理客人衣

物的數量增加後，很有可能投訴個案等也會增加。

眾所周知，洗衣店客源以周邊地區為主，信譽口碑十分重要。若然各同業在處理磅洗衣物中處理不當，可能因小失大，流失

客人而得不償失。始終洗衣行業是一門服務性行業，和客人正面接觸機會不少。很多時候，只要我們處理衣服時多一點細

心，就可避免很多的無謂磨擦。和氣，自然生財。

深淺互染最常見
磅洗客人投訴淺色衣物被染色的個案很常見。現在香港同行們的磅洗服務，多會設一個最低消費額，一般是6磅或7磅。普通

消費者可能為了節省金錢，大多不會注意深淺衣服是不能混在一起洗的這個細節。而洗衣店在處理磅洗衣物，當然不可能每

袋都打開來檢查，不過在接受衣物時簡單提醒一下客人，或許就能減少很多事後的投訴。

有的時候，客務人員如果單以肉眼就看到袋中混有深淺顏色衣物，就應該當面提醒客人及建議分開處理。如客人堅持同機處

理，日後真發生問題了，客人也不可能野蠻地單方面把負責全推到洗衣店身上。當然，我們把這些簡單的洗衣知識教育了客

人，讓他們懂得把深淺衣物分開處理，不但是紛爭減少，更有可能因而多了生意，不失為一石二鳥的營商手法。



洗衣知識錦囊

23Laundry  Knowledge

零細衣物免缺失
隨了衣物染色外，丟失一些內衣褲、𧙕子等個案也非

鮮見。當然，其中有部份是客人自己粗心大意，但也

有一部份是店員在處理衣物時不小心，如：1.把整袋

衣物倒進洗衣機時遺漏了，也不檢查就直接把客人送

來的袋子丟掉；2.清洗/烘乾後，取出衣物時沒注意，

細小衣物仍留在內膽中；3.在脫水過程中，因為機械

的旋轉離心力把細小衣物吸進了機膽。

要避免上述情況，首先是進行任何操作前也要檢查，如倒完衣

物後需要檢查清楚袋子；清洗/烘乾後要再轉動內膽一圈，確

保沒有遺漏；脫水前以大毛巾完全覆蓋機膽。

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件半件小衣物，有時候可能很嚴重。因為

這些小件衣物多是貼身使用，客人們如發現不屬於自己的貼身

衣物可是十分敏感。

把單丁𧙕子貼在封袋上，
讓其他同事在交付客人時也清楚情況。

盡責態度　建立信任
即使做足以上的功夫，但仍是不能完全排除意外的出現。有時

候還是在疊衣服裝袋時才發現有一隻單丁的𧙕子，這時候一定

得先檢查一下是否自己忙中有錯，例如再找找客人拿來的袋

子，店內四周等。然後在疊其他客人的衣物時再多留心一下。

如果仍是沒有找到，請不要直接封袋。正確的做法是應該把其

他衣服正常封袋，單丁的𧙕子就獨立入袋再貼在封袋上。然後

等客人到店取回衣物時把情況告之。這樣做一來讓客人感到店

方有盡力負責，另外其他同事只要一看到單丁的𧙕子也會知道

大約情況，免得當客人查問時顯得一頭霧水。

當然，有時候出現單丁𧙕子也可能是客人自己的不小心，不過

洗衣店方多盡一份心，客人也會對店方多一份信心。而且很多

時候，客人來理論主要是吞不下一口氣，要一個交待。店方事

前事後把功夫做足，那麼客人自然不會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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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時常保持清潔衛生，一向是推行五常法的標準。其中有兩個要點：

1. 每個人都有應該負責清潔的區域，確保所有地方沒有遺漏。

2. 清掃較少注意的隱藏地方（例如：櫃底、櫃頂、機械的散熱部份等⋯）

讓工作環境更妥善的「五常法」（四）

現場環境常清潔

．清潔責任區域劃分，人人有份

．現場機器操作指引

下期便是五常法最後的常自律。

．為方便清潔，如櫃底的隱藏地方，可將櫃底離地15cm

．不同顏色代表不同進度

工作流程常規範
在推行五常法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形容這是一套「現場的視覺監察法」。

我們的目標是任何人員到任何的工作崗位都可以立刻工作，而且不會出錯。

1. 每個工作崗位都需要有一個清晰的工作流程，每部機械都要有簡單的操作指引。

2. 另一方面，為了提高工作的準繩度，公司可以利用創意，使用顏色管理等方法，確保工作流程順暢，達至小孩也能做得到。

 - 例子有：圖像化的工作指引、以顏色分開工作種類或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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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裝外套經乾
洗後變硬及表
面起泡，客人
要求賠償個案

案件五

1. 為了令客人得到最佳的乾洗服務，店方與客人商談，

嘗試以專業技術把變硬起泡的外套還原，客人願意接

受嘗試。但奈何市場上的補救物料「軟油」已缺貨多

時，未能替外套進行還原。

2. 店方認為是按乾洗標籤處理，責任應在製造商，就

此，店方客戶服務主任便找製造商在港的零售店去討

論。經過一段時間後，製造商回覆咨詢了公司技術部

門，答案是因乾洗時過熱引致，所以他們不會為此個

案負責。

客人把剛買回的全新黑色外套交給位於尖沙嘴的洗

衣公司乾洗，那外套送到乾洗工場後，員工按洗衣

標籤指示進行乾洗。但經乾洗後的外套，外貌變硬

及表面起泡，就此，乾洗公司客戶服務員便與客人

聯絡，客人知悉後要求賠償港幣 $3,995。

事發經過 店方行動

案中所涉及的男裝外套

案中所涉及的衣物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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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行動
1. 店方把報告給客人，客人認同ITAL

的專業報告，並感覺店方的態度誠

懇及負責任。

2. 客人拿著化驗報告給生產商在港的

零售店看後，生產商在港的零售店

員不承認該責任，並說；我們有檢

查報告來證明是乾洗弄壞的，總公

司稍後會聯絡你。

3. 過了一段時間，客人追了多次仍未

有回覆，而且洗衣店提供了ITAL的

專業報告，奈何製造商不負責，他

面對從未穿著過的外套，開始覺得

很無奈。

4. 向消委會求助，希望透過第三方得

到公平對待。

舉此個案目的是讓業界多些角度了解事件，並不是想指出製造商有多壞、產品有多差。只是想指出，當店方與客人及製造

商有矛盾時，大家在有理說不清的時候，應該由第三者（化驗所）來評定，再交由消委會或調解員來協調，這樣，就可大

事化小，小事化無。事實上在洗衣過程中，洗衣工場經常有人為出錯、機器出錯而令衣物有損壞。還有是客人交來衣物原

來已經損壞了，而客人自身也不知的，如羊毛類沾染了豉油（鹽份）或尿漬（酸性），經洗滌後出現嚴重退色等。可以說衣

物損壞是來自多方面，如果真的是自己做錯，我們必須承認，向客人交代事件真相。若果是生產商出錯又或是衣物來時已

有隱藏損壞，我們就要努力找證據來證明。必須強調在錯誤中得到學習才是最有價值，只要是態度真誠，經驗所得大部份

客人都會體諒，然後接受和解。當大家換一個身份，自己是那外套的客人，身同感受，便知道他的心情是何等的無奈了。

他不是專業乾洗，他只是想洗乾淨，然後開開心心穿著，就是那麼簡單。望同業透過此個案分享，得到一點點啟發，令質

素更提升。

店方行動

總結

3. 店 方 為 了 釐 清 責 任 ， 並 獲 得 客 人 首 肯 ， 便 把 外 套 寄 往 美 國 

Drycleaning & Laundry Institute (DLI) 其下的 International Textile 

Analysis Laboratory (ITAL) 作專業乾洗的化驗報告。

4. 約15天時間後，收到化驗報告是：證明該損耗並不是乾洗店在控

制的範圍內能預測或防止的，製造商須為一切的損失負責。

5. 有了化驗報告明確指出

責任不在店方，店方便

定出兩個解決方案：

 一） 製造商看到化驗報

告後同意替客人換

取 同 等 價 值 的 衣

服，個案完結；

 二） 是製造商不願意賠

償，然後將衣服還

給客人，為了令事

件平息，店方願意

對客人支付一個善

意的小小賠償（要

雙方談判定下合理

金額）。

6. 獲客人通知製造商不肯承認責任，但又交不出證明文件來支持製造

商所指的原因──乾洗時過熱引致損壞。

7. 店方持續與客人聯絡，但客人告知不用再聯絡，因他已向消委會求

助，相信稍後消委會會聯絡店方。

8. 店方收到消委會通知，店方便把事件所有記錄全部呈上，並連同化

驗報告給消委會，消委會並沒有表態，但看得出消委會知道誰是誰

非的。 

9. 事件過了一段時間，仍沒有跟進消息，事件算是平息了。



友誠膠袋製品有限公司
Yau Shing Plastic Bags Products Fty. Ltd.

香港新界葵涌永健路16-20號高威工業中心A座13字樓 9室
Room 9,13/F,Block A,Gold Way Ind. Ctr,No16-20,Wing Kin Road,Kwai Chung,N.T.,H.K.
電話 : (852) 26140596     傳真 : (852) 26144326     電郵 : yaushing@ysbags.com.hk     網址 : http://www.ysbags.com.hk 

環保購物袋，背心袋，掛衣袋，磅洗袋，棉被袋，製衣袋，密實袋，垃圾袋等各式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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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衣業界除了一般的洗衣店外，幾乎所要洗衣業都要使用鍋爐來生產蒸汽來烘乾、熨衣或提供

熱水洗衣，鍋爐可算是洗衣業界最重要的機器，有些人更指鍋爐是洗衣業界的心臟。近日，香港

發生了一宗豆品廠使用中的鍋爐爆炸，造成一死四傷慘劇，發生後之廠房滿目瘡痍，而事件引起

了社會關注。綜合報導所述，是次意外成因可能是鍋爐安全排氣閥(安全閥)故障，未能排氣造成。

報導提醒市民使用鍋爐時，必須每年定期檢查，以免造成損害。

以下，我們根據香港勞工處火管式蒸汽鍋爐及其操作指南，並分成兩期為大家列出正確操作守則：

廠方必須確保鍋爐：

* 已在勞工處壓力器科登記。

* 已經由委任檢驗員檢驗及獲簽發有效「效能良好證明書」。

* 由合格管爐員監管操作。

* 在安全工作狀態。

* 定期檢驗，妥善保養並於十四個月內由委任檢驗員覆驗。

1. 簡介
高壓火管爐如果缺乏維修，缺乏定期由委任檢驗員(通常十四個月)覆

驗或人為錯誤會發生嚴重意外，導致生命及財產損失。本指南以簡易

詞句及插圖列出火管式蒸汽鍋爐及其操作，目的在使工業界物主或廠

方與管爐員時刻注意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以提防發生意外之危險。

2. 登記及檢驗
鍋爐在使用前物主或廠方必須要在使用前三十日，向勞工處壓力器科申請

登記。壓力器科將會通知廠方該爐登記號碼及其可以使用之「最高壓力」

。該登記號碼要在鍋爐本身當眼位置刻上，並且必須由委任檢驗員檢驗鍋

爐本身及其輔助設備，並把安全閥鎖好在「最高使用壓力」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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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格管爐員
根據鍋爐及壓力器皿條例，鍋爐操作必須由持有勞工處壓力器科簽發證明

書的合格管爐員親自監管。切勿弄斷安全閥的封條鉛粒或隨意調較提高開

啟壓力，引致鍋爐超壓爆破危險。

4. 油渣火管式鍋爐及其重要配件
此類鍋爐利用爐膛內燃料燃燒，如油渣，煤氣等，產生高溫氣體傳熱，

將水產生高壓蒸汽。高溫氣體會傳經燃燒室，火管等及最後經煙囱排

出大氣。此類鍋爐大多數是全自動式，裝置有重要配件如安全閥，壓力

錶，水鏡，蒸氣壓力掣，火焰感應器，過低水位停爐掣及警號等。火管

式鍋爐危險性極高，因為蒸汽壓力較高，高溫熱水及蒸汽量通常極大。

鍋爐爆炸會導致生命危險及財物損失。此類鍋爐必須小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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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渣火管式鍋爐的操作
1. 首先查閱鍋爐「效能良好證明書」是否仍然有 

 效，並檢查該鍋爐之最高使用壓力是否與壓力 

 錶之紅線記號相同。

2. 檢查放水閥是否已經關閉。

3. 水鏡水位及汽位旋塞應開啟；水鏡洩水旋塞則 

 應關閉。

4. 開水櫃出水閥，水櫃水位應保持半鏡以上。

5. 供水系統的水隔應定期拆出檢查清洗。

6. 檢查日用油櫃的油量是否足夠，及排出油櫃底 

 部可能積累的水份。

7. 燃油系統的油隔應定期拆出檢查清洗。油筆要 

 拆出檢查清潔。

8. 停汽閥應關閉，空氣閥應開啟。

9. 開啟電掣，水泵會自動泵水入爐至半鏡左右， 

 (水泵會自動停止泵水)。

10. 當鼓風機開動， 會向爐膛吹風最少一至二分 

 鐘，以便吹走可能積累爐膛內之可燃氣體， 避 

 免發生逆火(俗稱打火炮)。

11. 油泵會自動開啟，燃油便會循環經加熱器直至 

 達到適當之溫度。

12. 油筆將會根據自動程序點火，開始時是用慢火。

13. 當有蒸汽排出，關閉空氣閥，轉用快火。蒸汽壓 

 力會慢慢提升至正常工作壓力。

14. 檢查水鏡，安全閥及各個自動安全掣，確保它們 

 是處於正常工作狀態。

15. 開啟停汽閥要小心以避免蒸汽喉內產生死汽水衝 

 擊(俗稱水鎚)。初開停汽閥時要慢， 並要放出蒸 

 汽喉內的死汽水，直至蒸汽喉和暖，才開盡停汽 

 閥供應蒸汽。

下期待續⋯（資料及圖片來源：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bpvd/AGuideforFireTubeBoil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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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照明節能省錢方法
如上期所述， LED照明技術在短短兩、三年間，已達至成熟、可靠及穩定，故此LED照明燈/管價格亦隨此而大幅下降，漸為各業界接受。

然而，LED燈/管除了其得天獨厚之發光節能特性外，其可隨意依據業界或用家要求設計之電子線路，更令LED燈/管在節能領域，再跨進一

大步，其中包括：

·技術化的—智能LED照明燈/管的使用 ·取代化的—LED照明燈/管的靈活使用

技術化—智能LED照明燈/管的使用
由於LED燈/管可隨著用家要求而設計，故此先進的電子技術，如：

1.聲控開關；2.光控開關；3.人体感應開關；4.自動/手動調光控

制；5.電腦程式光暗/顏色/閃爍控制；6.負電離子除煙霧器等等。

這些技術可容易地加進LED燈/管內，使其搖身一變，便化成不同功

能的智能LED照明燈/管，為提升生活質素，實用和節能提供貢獻。

其中聲控開關、光控開關及人体感應開關，可令本來已很慳電之

LED燈/管的節能能力再大大提高。例如將其安裝於較少人使用但需

要24小時照明的樓梯或走廊之中，可令節能能力再提高30%以上，

見附表一：

內容 

照明度    

用電功率(W) 36W + 8W 18W 5W

每年使用電量，kWh. 385 158 44

每年使用電費($1.10/度)，HK$ 424.00 173.00 48.00

每年節省電費($1.10/度)，HK$ 0.00 251.00 376.00 

省電百分比(%) 0% 59% 89%

	 T8	 LED	 LED
	 	 照明管		 智能照明管

附表一：T8光管、LED照明管及LED智能照明管節能比較

LED燈飾系統
除節能之外，自動/手動調光控制和電腦程式光暗/顏色/閃爍控

制與LED燈的配合，更可活化燈飾之用途，將生活質素提升。

LED負氧離子燈
更有趣的是，將電負氧離子生產器放進LED燈/管內，那麼，此

LED燈便立刻變成一個輕易安裝的隱形空氣清新機，可淨化空

氣，使空氣中的煙霧、甲醛、苯、氨、氡等有害氣體及機體異

味、飄塵、花粉等不可吸入顆粒聚集，進行無毒反應、分解及

至自然沉降脫落，從而達到淨化空氣又不產生二次污染的理想

效果，其效率雖不及正式空氣清新機， 但效果也不錯(圖一)。

圖一：LED負氧離子燈

電負氧離子生產器

LED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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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化的—LED照明燈/管的靈活使用
基於照明設施之發展，在過往百多年來已十分成熟，而市場之分佈亦十分穩定；故此，一般新發明的照明設施，只可取

代當時一小部份之市場，如：

1. 螢光管用了60-70年時間，只能取代鎢絲燈不到一半之市場；

2. 節能燈用了30多年時間，亦只能取代螢光管剩下之鎢絲燈市場不到一半數量；

3. T5螢光管用了10多年時間，亦只能取代T8螢光管之不到一半市場

但LED燈之靈活技術特性，已令它於短短十年內，在技術上差不多已取代九成以上照明設施。 

為何仍未能廣泛地使用呢？其所欠缺者，乃公眾對LED燈之認識，與及政府對節能之推廣，再加上現有市場擁有者之阻

撓。因此，大家對LED燈之認受仍是略有所阻。但相信LED燈之發展，定能在短時間內突破以上種種障礙，成為照明設

施之主流。

LED發展的營商啟示
就上述所言， 業界營商之道，正有如LED的發展；只要是本身技術或服務好，能配合外來優勢，再加上靈活推廣，定必

能大展鴻圖，無往而不利。

（編按：該文稿由三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文皆以事實為本撰寫，與供稿者之環保產品生產及產品銷售無關。）

負離子LED燈 一般LED燈

注入濃煙

負離子LED燈 一般LED燈

亮燈

負離子LED燈 一般LED燈

8秒鐘後





成衣整熨機械專門店

本公司聯絡方法  :
．祥豐行清潔用品有限公司
．電話  (852)2420-1181, 2420-0471
．傳真  (852)2481-3713
．電郵  cheungfunghong@yahoo.com.hk
．地址  香港九龍油麻地鴉打街33號雅達商業大廈7樓

售後服務： 
為方便客戶一旦遇到洗衣疑難，尤其是頑固而不易除去的污漬，
本公司並會提供方便而又全面的洗衣技術支援。

歡迎各大小洗衣埸與我們聯絡，我們樂於為你效勞！閣下亦可 
根據需要，通過服務專線等方式直接與我們聯絡。

洗衣產品系列

多功能
濃縮洗衣液

漂白水

消毒殺菌
去漬水

去油污
除斑劑

祥豐行清潔用品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科技研發的工作，
不斷改善和引入新方法及技術，為客戶解決專業可靠的洗衣疑難。

洗潔精

納米
洗衣粉

祥豐行清潔用品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科技研發的工作，
不斷改善和引入新方法及技術，為客戶解決專業可靠的洗衣疑難。

衣物
柔順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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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故事改編至網上流傳之一篇聖路易地方新聞)

 聖路易是美國密蘇里州的最大都會區，是美國中

西部交通樞紐。很久以前，在那裡的華人主要從事洗

衣業。從60年代開始，中餐逐漸成為美國大眾喜愛的

食品，在大的商場與購物中心，中餐館如雨後春筍般

大批湧現。因此，當地的華人開始轉型，由洗衣業轉

向餐館業。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華人洗衣業的衰落早於

30年代的經濟蕭條已種下惡因，至5/60年代，終於使

得華人經營洗衣店大批關閉。30年代蒸氣洗衣業的興

起，與50年代自助洗衣店的風行。美國公眾也普遍認

為蒸氣洗滌衣物比手洗更為衛生，因而導致華人手工

洗衣業的衰落。及至50年代，方便廉價的自助洗衣店

大量出現，最終造成華人手工洗衣業的全線崩潰。

 70年代初，當地華人幾近沒人再經營洗衣店。70

年代後期，當地更只剩下朱萁溫與朱同兩兄弟一家仍

堅持從事洗衣行業，名叫「Sam Wah 洗衣店」，慘淡

經營。但是，其實朱萁溫與朱同是年近八旬的老翁。

兩位老人家天明即起，忙碌至午夜。

 1978年，這家最後的華人洗衣店也面臨被迫關

閉的厄運。這一年，洗衣店的房東要將房產專賣華盛

頓大學醫學院再發展公司，強令朱氏兩兄弟搬出洗衣

店。兩位老人歲月年邁，英語也不甚流暢，只能忍氣

吞聲，準備關閉洗衣店。於是，他們貼出告示，告訴

所有老主顧將要結束營業。

聖路易的
最後一家
華人洗衣店

Sam Wah 洗衣店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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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任職於聖路易郵報的記者義

律·鮑特爾，也是該店的老主顧之一。

有一天他如常到店裡放下需要漿洗的衣

物，取回已經漿洗幹淨的衣物。回家打開包裹，他發現一

件襯衣的口袋裡有一張字條。他看到了這樣的一包話： 

「你是我們的好朋友，你總是幫助我們，幫我一個忙吧，

不要聲張，這次洗衣服免費，不收錢，謝謝你。」

 鮑特爾及妻子與朱氏兄弟成為朋友，朱氏兄弟對鮑特

兒夫婦十分友善，甚至在中國春節時，常邀鮑特兒夫婦到

他們的洗衣店做客，和他們一起吃中國年夜飯，飯後燃放

爆竹。鮑特爾與其他顧客不僅喜愛這兩位和善的老人，而

且認為手洗的衣物經久耐穿。同時，該店的價格也十分便

宜。剛開業時，洗衣店洗一件襯衣只收20美分，低廉的價

格持續了半世紀之多。至1978年，洗衣店漿洗襯衣的收

費也僅為35美分。

 鮑特爾因老朋友的洗衣店將要關閉而感到十分悲哀，

十分同情朱氏兄弟的不幸處境。他立即邀請其他洗衣店

的老顧客，組成「Sam Wah 援救委員會」。除了老顧客

外，「Sam Wah 援救委員會」的成員也包括來自上海的

華裔工程師陶公鐸。當地有一個名為「安良工商會」的華

人工商組織，對這件事也非常關心支持，其會長錢生生與

梁美珍女士更主動擔任朱氏兄弟的翻譯。

 當時，購買 Sam Wah 洗衣店房產的計劃與市區重建

運動有關。主要是當地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需要一些地方

來建立停車場，又或對外稱其為促進市容。朱氏兄弟在關

閉洗衣店後，只得到承諾：可以搬遷至馬路對面的一棟公

寓中。只是兩位老人家確然付不起每月120美元的房租。

更可憐的是，朱氏兄弟在美國無親無顧，在1910年代從

香港來到舊金山，各自將妻子與孩子留在國內。他們在舊

金山學會了洗衣店的生意，輾轉於1922年來到聖路易，

在其叔父創立的 Sam Wah 洗衣店幫忙。叔父過世

後，朱氏兄弟便繼承了這家洗衣店。經過差不多一

個世紀的風霜，店裡的洗衣機、烘乾機等都與兩兄

弟一樣老邁。兩兄弟以店為家，洗衣店後面的2張

床，1把椅子，1個火爐就是他們的全部家俱。

 朱氏兄弟的困境與艱苦生活在地方報紙披露之

後，引起全社會極大的同情與關切。「Sam Wah 援

救委員會」僱傭的律師援引當地的「Life Tenancy」 

法律原則，要求市政當局同意朱氏兄弟在 Sam Wah

洗衣店居住直至二人壽終正寢。市政當局又藉口該

房產已超過百年，不合乎市政住房的標準，因此

不宜居住而拒絕。「Sam Wah 援救委員會」只好

努力籌款，維修洗衣店，最終達到市政住房的標

準。1979年12月7日，朱同以象徵性的1美元買下「Sam 

Wah 的房產」，以在此渡過餘生。

 Sam Wah 洗衣店因此免於被關閉的厄運，朱氏兄弟

繼續以經營洗衣為生。1984年，朱萁溫因心臟病逝世，

享年90。1982年二月，朱同被發現逝世於床榻。朱同的

屍體未寒，華盛頓大學醫學院便立即拆除 Sam Wah 洗衣

店。聖路易華人手工洗衣店的歷史終被劃上句點。

當地報章報導朱氏兩兄弟的事蹟

Sam Wah 洗衣店為聖路易華人移民歷史留下見證



入 會 申 請 表
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職位：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 商業登記証號碼：

從何得知：

介紹人：

經營類別：（可選多項）

 洗衣店．分店數量：

 乾洗洗衣廠

 大熨洗衣廠

 其他

一次性永久會費：

 公司名義　（10間分店或以上：$2000）

 公司名義（5－10間分店：$1000）

 公司名義（5間分店或以下：$500）

 個人名義（$500）

 國內公司（$2000）

電話及傳真 Tel & Fax：（852）24810009　　　　　電郵 Email：enquiry@hklsa.com　　　　　網址 Website：www.hklsa.com

地址 Address：九龍新蒲崗四美街29號利森工廠大廈A座5樓　5/F., Blk A, Lee Sum Factory Bldg., 23 Sze Mei St., San Po Kong, Kln

日期：申請人簽名 / 公司蓋章：



 廣告分類 廣告呎寸 廣告收費 請選擇（　）

 封面內廣告 195mm(w) x 250mm(h) $8,000

 內頁全版廣告 195mm(w) x 250mm(h) $4,000

 內頁半版廣告 195mm(w) x 123mm(h) $2,500

 封底內頁廣告 195mm(w) x 250mm(h) $8,000

 封底廣告 215mm(w) x 270mm(h) $10,000

來稿注意事項：

1. 只接受電腦檔案，請提供 Adobe Illustrator 格式檔案，解像度（DPI）必需300或以上，亦接受高清PDF、JPG或

TIF格式檔案。   2. 來稿需為CMYK印刷色。   3. 封底廣告每邊需預留5mm出血位。

廣告分類及收費

惠顧廣告機構資料

九龍新蒲崗 四美街23號 利森工廠大廈 A座5樓
5F., Block A, Lee Sum Factory Building, 23 Sze M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Tel & Fax : +852 2481 0009   E-mail : enquiry@hklsa.com   Web : www.hklsa.com

【愛。洗衣】季刊－廣告訂購回條

致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

本機構 / 公司現欲於【愛。洗衣】季刊訂購廣告，詳情如下：

廣告查詢：2564 8366廣告查詢：2564 8366

1. 本刊為季刊，於每年3、6、9、12月出版。

2. 刊登兩期或以上可享特別折扣。

3. 如需製作稿件，每個廣告均另收取製作費。

4. 惠顧廣告 － 請填妥此表格並傳真至 2565 9464

機構名稱： 電郵地址：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刊登次數： 刊登期數：□3月號    □6月號    □9月號    □12月號

簽署：

日期：

公司蓋章及簽名

香港洗衣服務業界為非牟利組織，致力推動洗衣業發展，促進行內彼此之間的溝通，令業界上

下團結一致，令整個洗衣業邁向更卓越的前景，在未來的日子積極回饋社會。

本會之季刊《愛。洗衣》定期派發到洗衣公司、酒店、老人院及對洗衣服務有需要的客戶，讓

廣大的讀者們能得到更多有關洗衣最新消息。若貴　公司有興趣與我們的讀者分享你們最新資

訊，歡迎填妥以下回條，於本刊訂購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