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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 總部通告九八年第二號 

 

 
新修訂的颱風和暴雨警告生效時的工作指引 

 

 
引言 

 
在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發出的九五年第一號一般通告，目的是讓員工知道在颱風與暴雨

期間，本機構所採取的工作措施。但由於有服務另自發出工作指引，因此出現各種不同

的措施。類似的情況在一間多元化服務中心尤為顯著。與此同時，暴雨警告系統已取消

綠色暴雨警告信號，而整個系統亦已修訂，所以有必要檢討機構指引，一則為更新暴雨

警告系統的資訊，二則為機構設立一套統一的工作措施。 

 
新修訂指引的應用 

 
本通告內的新修訂指引將取代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發出的指引，並且不適用於嘉諾撤醫

院、寶血醫院與津貼學校的教師，因為個別醫院已另訂工作指引，而教育署亦已向學校

發出指示。 

 
新修訂指引由即日起生效。本通告的內容應傳達至各層員工，以便知所遵照。 

 
颱風警號下之措施 

 
當颱風迫近時，電台和電視台會不時播出颱風的動向和風速。在辦公時間內，多元化服

務中心的中心主任與單元服務單位的主管應不時通知各部主管關於天氣預測的廣播。以

堅道服務中心為例，中心主任須通知總裁、各部部長、各部專責事務主管和協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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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信號懸掛時應採取之步驟 

 

懸掛一號和三號颱風信號 

1. 所有員工應照常上班。 

2. 幼稚園將遵照教育署指示暫停各類服務／活動。 

3. 除非按廣播預知天氣會急劇轉壞而另作指示，否則其餘各服務／活動如常進

行。 

4. 一切戶外活動應予勸止／暫停。如參加者已到場，而活動又在偏遠和公共交

通不便之地方舉行，負責人應及早決定應否讓參加者儘速歸家，或到安全地

方暫避。如活動是在市區內，公共交通方便之地方進行，則歸家是為上策。 

5. 放置在戶外之器材或物品，包括盆栽，應縛牢或移往室內。三號風球除下之

後，才搬回原先放置的地方。 

6. 員工應關妥窗戶，單元服務單位的主管和多元化服務中心的中心行政部員工

需檢視門窗是否妥當，並留意天氣預測。 

7. 如天文台預測颱風信號會升為八號，堅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需安排人手，負

責總部的緊急中心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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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在開工前懸掛 1. 除執行必須／緊急任務的人員外，所有員工不用上班。 

2. 除必須的服務外，各項服務／活動將暫停。 

在開工後懸掛 1. 除執行必須／緊急任務的人員外，所有員工將分兩批離開。

先讓住處較遠或居住地區的公共交通不便，又或有子女就學

的員工離開。第二批員工可於完成一切安全措施，以保障房

舍後離開。 

2. 除必須的服務外，各項服務／活動將暫停。 

3. 應勸喻服務對象離開中心歸家。兒童須有成人護送，始准離

開。為方便管理，負責人可安排將逗留的服務對象集中於一

兩處。在多元化服務中心，服務單位可透過中心行政部作出

上述安排。至於人手方面，可由中心主任與有關負責人商討

決定。 

4. 後離開中心返家之員工，應將大門上鎖（供住宿的院舍不

入此列）。 

5. 在總部的緊急中心開始運作。 

八號信號在開

工前或在正常

下班時間前三

小時除下 

1. 即使信號在上午八時或之後除下，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服務／

活動仍繼續暫停。 

2. 信號除下之後，所有員工，應恢復工作。若信號在下午一時

或之後方除下，幼兒園和幼稚園員工則不用回園工作。  

3. 如八號信號除下後，員工因水浸，公共交通受阻，或其他實

際困難而不能上班，應即時通知上級。在此情況下，員工可

請假。上級可視乎情形，由年假或補假中扣除缺勤時間。 

4. 如員工無合理原因而缺勤，將會面對紀律處分和被扣除缺勤

期間之薪金。 

5. 總部的緊急中心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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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警告系統 

 
1. 黃色暴雨警告－ 

 
香港廣泛地區下大雨或預料每小時有超過 30 毫米的降雨量，一些低窪地帶和排水

情況欠佳的地區會出現水浸。天氣的轉變，可能引致改掛紅色或黑色信號。 

 
2. 紅色暴雨警告－ 

 
香港廣泛地區下大雨或預料每小時有超過 50 毫米的降雨量，並且雨勢持續。大雨

可能引致道路廣泛受浸及交通擠塞。 

 
3. 黑色暴雨警告－ 

 
香港廣泛地區下滂沱大雨，每小時的降雨量可能超過 70 毫米，並且雨勢持續。這

表示道路廣泛受浸，天氣惡劣。 

 
4. 當長時間持續下雨，即使降雨量未達每小時規定的水平，天文台亦會發出暴雨警

告信號。 

 
5. 如大雨迅速形成，天文台未必會照上述次序發暴雨警告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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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懸掛時應採取之步驟 

 

 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警號在開

工前懸掛 

1. 員工應照常上班。 

2. 除非按廣播預知天氣會急劇轉

壞，而另作指示，否則室內服

務／活動如常進行。 

3. 戶外服務／活動可於徵詢協調

總監或部長的意見後取消。 

除執行必須／緊任務的人員外，所

有員工應留在家中或在安全地方

暫避，直至黑色警號除下為止。 

 
注意 

如黑色警號在正常下班前三小時

除下，所有員工須恢復工作。若警

號在下午一時或之後方除下，各幼

兒園和幼稚園員工不用回園工作。 

如警號在

正常工作

結束前三

小時仍然

生效 

1. 員工應如常繼續工作。 

2. 倘若天氣情況惡劣，員工應停

止在無遮蓋的地方進行戶外工

作。負責的應此等員工安排安

全地方暫避，直王天氣情況許

可，才恢復工作。 

1. 除執行必須／緊急任務的人

員外，所工是日無須上班。 

2. 是日各服務／活動暫停。 

開工後直

至下班時 

1. 所有員工應如常繼續工作。 1. 所有員工應如常繼續在室內

的工作。 

警號仍然 2. 員工如常下班離去或在中心內暫避。 

生效 3. 員工應暫停在無遮蓋的地方進行戶外。負責的主管應為此等員工

安排安全地方暫避，直至天氣情況許可，才恢復工作。 

  4. 總部的緊急中心開始運，直至

黑色警號除下為止。 

 
一般程序 

 
1. 如黑色警號除下之後，員工因水浸、公共交通受阻，或其實際困難而不能上班，應

即時通知上級。在此情況下，缺勤的時間便由年假或補假中扣除。 

 
2. 如員工無合理原因而缺勤，將會面對紀律處分和被扣除缺勤期間之薪金。 

 
3. 所有服務／活動，或戶外活動應採取之行政程序或安全措施與懸掛一號、三號和八

號颱風信號時的各種安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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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號或以上之風球或黑色暴雨警號生效期間， 

為執行必要／緊急任務之員工的安排 

 

 
甲) 補假 

被派執行必要／緊急任務之員工，倘若當值時間超過其標準之工作時間，則可獲

得相等的時間之補假。給予超時津貼之做法可免則免。 

 
乙) 交通和膳食津貼 

單位負責人與中心主任於財政許可下，可酌情向執行主要任務之員工發放交通和

膳食津貼。 

 
丙) 颱風津貼 

社會工作服務之協調總監，可酌情於社會福利署批准補助企後，向其屬下員工發

放颱風津貼。 

 
丁) 特別獎勵 

在颱風及暴雨侵襲期間，工作表現堪為模範之員工，如獲總裁批准，可獲得特別

獎勵。 

 

安排員工執行必要／緊急任務的措施 

 
個別服務／中心應接需要制訂各自的運作系統。在八號或以上的颱風信號，成黑色暴兩

信號懸掛期間，應指派一名或以上的員工會值，留意一切情況。 

 

在颱風和暴雨期間員工意外工傷的賠償 

 
當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如員工在開工前或下班後四

小時內，於往返其住所和工作地點途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一律被視作工傷意外。在此

等情況下，員工是受到僱員賠償條例所保障。 

 

明愛總部緊急中心 

 
在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又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明愛總部緊急中心便開始運作。如

員工需要指導，應先行接觸其協調總監或就近的中心主任。緊急中心的作用是為提供技

術指導或支援，如為解決某些難題，而需要聽取多些意見，亦可聯絡該中心。該中心是

由堅道服務中心中心行政部和明愛工程部派員負責。如有需要，可致電2524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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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保護 

 
當颱風或暴雨侵襲時，水／電／媒氣供應中斷、電話服務中斷、窗戶破爛、滲漏、水浸、

塌牆和山泥傾瀉，諸如此類問題均可能發生。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發出的一般通告九

四年第五號已詳列該等緊急事故的處理程序，可作指引。颱風或暴雨過後，單元服務單

位主管和多元化服務中心之中心主任應查勘其管理轄之樓宇有否滲漏。視察接連的斜坡

是否完整無缺，亦甚為要緊。如需修葺，應從速通知產業秘書。 

 
如對本通告有任疑問，請致電本人電話2843 4795或林德美小姐，電話2524 2071內線 

265。 

 

 
人事秘書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發佈名單 

 
理事會主席 

各部部長 

總部各專責事務主管 

各協調總監 

各中心主任 

印刷服務總經理 

國內服務計劃辦公室事務主任 

庫務會計師（社會工作） 

會計師（總務） 

教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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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服務部 

通告 

 

 
致 ： 各協調總監 

  其他服務督導主任 

 
由 ： 陳秀嫻博士 

  社會工作服務部長 

 
日期 ：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就有關在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本部門有見暴雨有別於颱風，服務應如常運作，各服

務的協議如下： 

 
1. 在工作時間以前警告已經生致： 

紅色暴雨警告– 

1.1 同工應按照正常工作時間如常上班，假如同工因暴雨關係（如公共交通

中斷）未能依時上班，該同工應從速向其主管報告有關情況。 

 
1.2 若主管對所提供的解釋感滿意，可批准該同工申請補假，年假或調節工

作時間表。 

 
黑色暴雨警告– 

1.3 同工及服務對象應留在家中，直到有關的暴雨警告除下或交通情況有所

改善為止。在此期間，同工無須申請年假或補假，但應與其主管保持聯絡以

決定工作安排。 

 
1.4 如警告在工作時間結束前三小時仍然生效，該日無需上班。 

 
1.5 如警告在工作時間結束前三小時除下，而同工未能於正常工作時間結束

前復工，應向所屬主管申請補假或有薪假期。 

 
2. 警號在工作期間生致： 

紅色暴雨警告– 

2.1 各員工應如常工作，所有戶外活動將延期舉行，而戶內之活動則視乎個

別中心之安排照常。服務對象可自行決定參加活動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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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暴雨警告– 

2.2 各員工應繼續執行職務 

 
2.3 戶外工作應暫停。主管戶外工作員工的負責人員應安排員工到安全地方

暫避風雨，直至天氣情況許可，方可恢復工作。如因為服務需要，必須戶外

工作的員工，如家務助理員可獲機構發放暴雨津貼或補時（視乎部門之財政

安排） 

 
2.4 而戶內工作的同工由於各種原因，如未有人接班以致需要超時工作，亦

可獲機構發放補時。 

 
2.5 若同工在警告生效期間因暴雨而引致的緊急事故需要離去，可獲機構發

放緊急事假（詳情請參閱緊急事假通告CA No. 23/88）。 

 
3. 警號於工作日完結時仍然生致： 

紅／黑色暴雨警告– 

3.1 在安全情況下，同工可選擇如常離去。 

 
3.2 若服務對象或同工因天氣情況欠佳而選擇逗留在機構內，主管人員應確

保建築物內有合適地方，開放予服務對象及同工作暫避之用。並應確保服務

對象在安全情況下離去。若他們不能離去，員工需逗留照顧他們，員工可獲

機構發放補時或暴雨津貼（視乎部門財政）。 

 
3.3 若中心有危險，員工應參照機構發出的緊急事故指引，確保服務對象安

全，然後疏散。 

 
3.4 單位主管或單位當值 高職級負責人應抱著“船長”精神 後離開單位。 

 
以上安排將取替社會工作部發出之所有有關通告，並即時生效。多謝。 

 

 
副本送： 各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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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青社服務各同工 （請張貼傳閱） 

由 ： 協調總監  陳美潔 
檔案編號 ： YCS/CO/97U0046 
日期 ：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事由 ： 紅色暴雨下戶外活動之安排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舉行的中層員工會議重申： 

 在紅色暴雨警告懸掛期間，為參加者安全著想，所有即時舉行之戶外活動均須取

消。 
 若該項單元活動（連續班除外），經取消後而未能改期補辦，單位須退還收費予

參加者；此外，因活動改期而導致參加者未能出席，單位亦須退回收費。 

另外，有關紅色及黑色暴雨應採取的行動，請參照社署於六月二十三日發出之信件，現

節錄如下，以供參考： 

 
持續暴雨及雷暴 

一般而言，應依循以下安排： 

情況 應採取行動 
 

紅色暴雨警告訊

號在中心開放前

懸掛 

除了處於非常惡劣情況的中心外，所有中心

將會照常開放，但勸諭接受服務人士不應前

往中心。所有戶外及中心以外的活動須予取

消。 
 

紅色暴雨警告訊

號在中心開放期

間懸掛 

於所在地區的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許可

時，勸諭接受服務人士返回家中。 
 
所有戶外及中心以外活動須予取消。如活動

已經開始。則負責人員應終止活動，並於所

在地區的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許可時，勸

諭接受服務人士返回家中。 
 

黑色暴雨警告

在中心開放前

懸掛 

所有中心停止開放。 
 
所有戶外及中心以外的活動將會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在中心開放期

間懸掛 

所有中心繼續運作。 
 
接受服務人士應留在中心內，以策安全。如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中心的正常關閉時間後

仍未除下，則中心的員工及接受服務人士應

繼續留在中心內，接受服務人士應獲得充份

照顧，直至他們能安全回家為止。他們的家

長亦應獲通知。 
 

黑色暴雨警告

除下 
所有中心開放，於實際情況許可下盡快恢復

運作。 
 

紅色暴雨警告

除下 
所有中心於實際情況許可下盡快恢復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