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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校園建築、設備及安全 
 

一、 學校建築指引 

本局一直高度重視教育事業及青年的全人發展，貫徹“教育興澳”、“人才

建澳”的施政理念，努力創造有利於創新人才成長的良好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

促進青年在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成就夢想。 

為給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有必要對各新建、重建及擴建的教學設施，

尤其是學生課內外活動的適合空間、可容納的學生數量以及須具備的無障礙環境

作出規範和訂出指引。參考了國際上通用的有關標準，並按照本澳各學校的實際

狀況和特點，訂定了本指引，作為本局審批新建、重建及擴建教學設施的依據，

亦藉此幫助未達標的校舍環境得以改善。 

 

第一部分 建築規劃的基本理念和原則 

1. 規劃的基本理念 

學校建築的風格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和時代變遷的節奏

相吻合。在設計上，要從教育的真正目的和需要出發，也要富於變化和靈活

性。學校建築是一個供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和進修、職工及家長參與活動的

場所。 

學校規劃是一個複雜而又富挑戰性的過程。它必須對教學的實際需要以及社

區的目標作出反應，還要確定滿足學生所特有的基本標準。它必須綜合權衡

考慮經驗、知識、職業技巧以及和各部分有關的特殊要求。 

建造一座構思完美、有效、實用、施工優良、質量好的校舍，僅是需要達到

的目標之一。學校建築還必須是可變的，能適應學生和用戶所屬社區的需

要。建築師必須接受現實的挑戰，使他們所設計的建築不但能有效地滿足現

代教學的需要，而且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不但要達到實用的標準，並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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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現代教學理論的需要，而且還要預見到將來的發展。 

學校建築應運用具有可識別性與空間定位的建築元素；建立室內室外空間上

的聯繫，形成完整的教學環境；加強校舍內部和外部的視覺聯繫；建立通透

性和開敞感覺的空間；提供良好的物理環境（包括聲學、日照、自然通風等）；

提供適切的學習空間（包括教室、專科教室及特殊教學空間等）；應用可移

動的間隔取得空間的靈活性；結合資訊科技的應用創造智慧型校舍的建築環

境；加強學校與社區的相互開放及密切配合。 

2. 在條件許可下，學校建築的空間應考慮在合適的位置設置懸掛國旗和區旗的

設施和舉行升旗儀式的空間，有關設施須遵守國旗和區旗的使用、保護及展

示的各項法規。(第 5/1999 號法律、第 6/1999 號法律、第 3/1999 號行政法規、

第 1/2019 號法律、第 5/2019 號行政法規) 

3. 原則 

3.1. 學校建築應包括校舍、運動場、校園及其附屬設備等四大部分； 

3.2. 學校建築的設計至少應符合安全、實用、環保、綠化、防污染、避噪

音、美觀及創意的原則； 

3.3. 學校建築及其附屬設備應能充分表達教育性、整體性、持久性、象徵

性及便利性為其特徵； 

3.4. 學校建築應在學校建築專家和教育行政人員共同計劃、建築師設計及

施工督導下，分工合作而達成教學目標為原則； 

3.5. 學校建築應能顧及師生健康和身心發展為原則，設備尺寸並兼顧人體

工學和學生成長的比例； 

3.6. 學校建築和設備應優先考慮環保因素，使用較節能、低輻射、低污染、

低毒性、較容易降解的物料、產品，善用資源，減少能耗； 

3.7. 學校建築應顧及多種用途的彈性規劃，以充分發揮其使用價值； 

3.8. 學校建築應符合防火、避水、防震、防災及無障礙等條件； 

3.9. 學校設置應以配合都市或社區未來發展計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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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高等教育的學校 

設計一幢新的校舍，首先要明確其功能和服務的對象。對於一座教育設施，

毫無疑問需要具備教學功能，但不同的教育階段就需要不同的教學設施，不同年

齡的學生的身高差異很大，實施職業技術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學校所需的配套設施

與一般文化學校又不盡相同，所以只有清楚地了解到所需要建造的學校的教育類

型，才能正確地設計出一座符合使用要求的教育設施。 

大部分實施正規教育的學校是結合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只要能充分

考慮到不同年齡的學生的需要，並且能夠提供各自應有的空間，結合多個不同教

育階段的教育設施，也是可行的做法。 

 

第三部分 選址 

教育設施應選在合適的地方，選址的大小既要考慮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室內教

學空間，又要能賦予廣闊的室外活動場地。教育設施應儘量選在污染少、交通流

量少（避免學生穿越馬路）及地質物理條件安全的地方。而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

的選址，應符合就近入學的原則。新建的校舍，須為一座獨立的建築物並與建

築物的用途相適應。 

此外，教育設施的選址，應儘量避免鄰近娛樂場所和工業區，以減低噪音和

污染的危害，同時亦要考慮避開大型貨車的行走路線。如設在山坡的校舍，應選

擇南向的傾斜地為宜。 

教育設施的選址除能適應當前學校建築的需要外，尚應有未來擴充的餘地，

同時仍能符合各級學校的設校標準。 

至於地段的地質物理條件，在現代科技條件的協助下，基本都能解決，只要

在設計和施工中，對保障安全作出充分的考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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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校和居民點的距離，由於澳門地方不大，且現時沒有中央派位的制

度，但教育設施的選址需考慮公共交通方便到達的地方。 

 

第四部分 佈置 

1. 平面 

在一個緊湊的多層建築中，由於房間數較少和外牆較少，因此採暖和製冷費

用要比面積和容積相等但雜亂無章地佈置的單層房屋要低一些。一個由主要

內部教室空間和周圍走廊組成的平面佈置能提供空間使用的靈活性並節約

採暖和製冷費用。 

佈局應致力於簡單而實用，並有較强的相互聯繫，能以最少的資源、人力及

技術要求達到容易管理和保養。 

2. 朝向 

東向或西向的教室窗戶會吸收過多的日曬熱量。儘管這樣對天冷時採暖有好

處，但對有著漫長夏天的澳門而言，製冷所花費用將是必考慮的一大問題。 

3. 窗戶 

由於自然的通風和採光能提供一個正常的大氣壓力環境，教室內必須具備自

然通風和照明，良好的窗戶既可讓新鮮空氣進入又可阻隔不良的氣味和塵

埃，這是保證衛生條件和調節室內環境的優先手段。為了易於淨化空氣，應

有横向或縱向對流的自然通風。在自然通風不足或不可能的情況下，供人使

用的室內場所仍應有有效持續更新空氣的強化人工通氣設備。教室內主要的

自然採光應該是來自學生左手面的外牆，相對的牆壁則可引入間接來自走廊

的自然光。對於這種引入間接的自然通風和採光的窗戶，由於往往另一面是

走廊，故應選擇使用上掩的窗或趟窗，並裝於牆壁較高的位置，其高度能足

夠避免産生意外（如墜物、窗扇撞到行人或學生從窗戶進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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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適當的窗戶面積有其在環境上的好處，還可使室內和戶外有密切聯

繫，滿足人們喜歡光亮和陽光的心理需要。室內每一間隔的窗戶總面積不少

於該間隔面積的十分之一，且不少於 0.7 平方米。 

4. 陽光控制 

在通風和空調的系統設計中，吸熱玻璃的採用減少了眩光和熱的傳輸，並且

產生了經濟效益。光線均勻的高照度，電氣照明可達到更加潔淨和簡樸，而

且造價低得多。傳統寬大的屋頂挑檐、遮陽、玻璃磚，以及類似控制陽光的

設備雖然已顯得不再重要。不過在現代環保的考慮上，有關建築構件仍然具

備其一定的存在價值。 

5. 隔熱和空氣調節系統 

1.1 足夠的屋面和外牆隔熱措施，可以同時減少熱損失和獲得熱效益。這

兩方面都比通常認為的要有效得多。裝上雙層玻璃甚至更能顯著地降

低控制氣候的費用。 

1.2 空氣調節系統 

應使用安全和容易操控的空氣調節系統。設備和電路應該安裝穩固和

有合適的保護，能避免意外的碰撞和短路。不應使用一些隱蔽起來的

電熱設備或氣體燃燒設備。裝於天花或牆面的風扇，應該配備扇葉的

保護罩和後備吊纜，以防墜下。在門衛室（傳達室）中，宜設有訊號

和控制板，可顯示校舍內各設備的運行狀況和關掉有關設備的電源。 

對主要的教學區域提供人工的恆溫設備，目的是為了營造一個較合適

的環境可進行日常的教學工作。對室內溫濕度的控制，須取得下列指

標： 

a. 攝氏 22 度至攝氏 26 度的溫度和 60%至 75%的相對濕度； 

b. 所有空氣調節系統須定期予以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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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間調節因素 

在學校建築設計中，光、聲材料，色彩和形狀等的巧妙利用是調節學習環境

空間的重要成分。正確應用這些因素，能使人們的聽覺和視覺舒適自然，對

教學也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7. 照明 

優等的照明設計要確定照明光源的位置，使學習和工作區域有合適的亮度，

無眩光和強烈明暗對比或陰影。天然或人工採光都必須是可控制的，可避免

耀眼的陽光或在放映圖像時使房間變暗。在常規的全日光燈系統中，最好從

建築物整體佈局考慮配置一些白熾燈以產生一些變化和起強調作用的光點。 

除日常運作的照明系統外，還必須有一套緊急照明系統。對於所有的空間，

都要提供不低於 10 勒克司（Lux）光度的緊急照明。 

 

不同區域的照明要求： 

區域 
照明要求 

勒克司（Lux） 

教室、語言室、音樂室、美術室、電腦室、史地

教室、舞蹈室、資源中心、圖書館（閱覽室） 
500 

實驗室 500 

校長室、教師辦公室 320─430 

休息室 160─270 

廚房、衛生間 160 

貯物室 110─210 

緊急照明  ≧ 10 

8. 噪音 

過高的聲浪會妨礙正常的教學活動。超過 60 分貝的噪音會干擾教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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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的飾面材料應該能提供一個良好的隔音效能。越能吸收噪音就是越好的

隔音。有時會利用空間形狀的處理來減低回音，如避免運用相對平衡的牆

壁。無論空間形狀如何改變，也不應該令學生對教師和黑板的視線有所影

響。牆壁飾面材料應有隔音和不易燃的功能。 

應該注意避免並減低噪音透過建築物的結構或如管道網、通風設備、樓梯間

等基礎設施傳播。空調系統和其他會産生震動的機器設備應該被適當隔離。 

音響控制涉及到對聲音的抑制、吸收、反射及增強等的控制。當聲音會影響

到相鄰房間中的人時必須加以控制，不使其傳播出去。在走廊、洗手間及食

堂等處，必須採用一定數量的吸音材料。在一個禮堂內，如欲使人舒適地欣

賞不失真的音樂，則須使某些表面上投射出反射聲，而使另一些表面能吸收

聲，以避免回聲干擾。在大型室內需要用擴音設施。 

在平面的佈置設計上，可利用如貯藏室等房間作為聲音的屏障，以分隔產生

噪音的房間和需要靜音的房間。當學校具有兩層或以上時，要注意到聲響會

透過樓板傳播的問題，因此小心避免把產生噪音的房間佈置在需要安靜的房

間之上。 

9. 色彩 

色彩可用以從心理學方面幫助學習。採用恰當的色彩能夠美化環境，創造受

人歡迎而愉快的氣氛。鮮艷的暖色能激發人的興奮心情，而冷色則能在閱覽

室裏創造一種靜穆的氣氛。 

白色的牆面容易令人產生沉悶和疲倦，建議採用米黃或淺青色的牆面；而頂

棚則適宜選用白色，因為它有利於光線的漫射。白色具有超過 75%的反射能

力。 

10. 形狀 

周圍環境的具體形狀同樣也具有心理上的效應。它能對學習產生有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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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大面積房間，如圖書館、食堂或禮堂，比小辦公室或會議室要求有較高

的頂棚以使人產生輕快自由感。長走廊偶然需要局部加寬，使人看去不致產

生冗長而受壓抑的感覺。 

應確保在學校的各個建築空間都具備其最低的淨空高度要求： 

10.1. 用作一般的教學和行政辦公的空間，其最小的淨空高度為 3 米； 

10.2. 用作休憩或其他具運動性質的有蓋活動空間，其最小的淨空高度為 5

米。 

11. 排水 

欲使學校場地設施有良好的效果，適當地排除雨水的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因

為許多設施和材料的功能和使用壽命都和排水是否良好有關，而且在某些情

況下水會造成永久性的損害。面層和基層系統或是兩者結合的設計，必須能

滿足建築物和其設施的需要。只要有可能，就應考慮設一個橫越場地的排澇

應急系統，這可利用場地的相對標高來進行。當環境不允許時，要設置備用

排水泵或電動排水系統。 

污水排放須符合 8 月 19 日第 46/96/M 號法令《澳門供排水規章》內的有關

規定。 

12. 綠化 

綠化除了起美觀作用以外，還能用於解決許多問題：如防風、屏蔽和形成緩

衝區、減輕噪音、控制日曬和陽光、防止風化沖刷及使空氣凈化等，更可成

為教學的元素。 

綠化可表現在多種手段上，如在學校場地種植各種植物，包括遮蔭植物、觀

賞植物、常青植物和灌木、落葉灌木、藤本植物及地面植被；配合教學的種

植園地、蔭棚及溫室；結合建築的設計，在窗戶、陽台等處設置花台和在室

內擺設盆栽等。儘可能保留樹木，增加綠化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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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台和建築物牆身等的綠化也是增加綠化面積的途徑之一，但如涉及工程

項目，相關工程必須先經土地工務運輸局及其他有權限實體的核准，並取得

工程准照後方能開展。為保障安全，學校必須聘請專業的公司施工。 

應了解植物特性，避免選擇種植帶刺、有毒性或容易引起過敏的植物，種植

前要考慮其生長速度和長成後的尺寸大小，以免日後影響教學空間的功能。

除注意日常護理，定期進行修剪，清除枯枝和害蟲或有攻擊性昆蟲外，於風

季前後植物的檢查及維護亦十分重要。 

常見種植於校園內的植物請參閱民政總署園林綠化部自然保護研究處提供

的資料（見下表）： 

中文名稱 科名 學名 植物類別 備註 

紫薇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indica 木本灌木 - 

聖誕花 大戟科 
Euphorbia 

pulcherrima 
木本灌木 

含乳汁，

接觸可能

引致敏感 

變葉木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木本灌木 

含乳汁，

接觸可能

引致敏感 

綠蘿 天南星科 Epipremnum aureum 草本植物 - 

桂花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常綠灌木或小喬

木 
- 

地毯草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草本植物 - 

雞蛋花 夾竹桃科 
Plumeria rubra

“Acutifolia ” 
落葉喬木 

含乳汁，

接觸可能

引致敏感 

山杜英 杜英科 Elaeocarpus sylvestris 喬木 - 

小葉欖仁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 喬木 - 

使君子 使君子科 Quisqualis indica 木質藤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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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科名 學名 植物類別 備註 

九里香 芸香科 Muraya paniculata 灌木或小喬木 - 

四季秋海棠 秋海棠科 Perpetual Begonia 草本植物 - 

球根海棠 秋海棠科 Tuberous Begonia 草本植物 - 

美人蕉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草本植物 帶有軟刺 

矮牽牛 茄科 Petunia hybrida 草本植物 - 

鴛鴦茉莉 茄科 Brunfelsia calycina 常綠灌木 - 

彩葉草 唇形科 Coleus scutellarioides 草本植物 - 

一串紅 唇形科 Salvia splendens 草本植物 - 

薜荔 桑科 Ficus pumila 攀援或匍匐灌木 

含乳汁，

接觸可能

引致敏感 

龍船花 茜草科 Ixora chinensis 木本灌木 - 

灰莉 馬錢科 Fagraea ceilanica 
攀援灌木或小喬

木 
- 

假連翹 馬鞭草科 Duranta spp. 木本灌木 帶有刺 

炮仗花 紫葳科 
Pyrostegia venusta 

(ker-Gawl.) Miers 
攀援木質藤本 - 

火焰樹 紫葳科 
Spathodea 

campanulata 
喬木 - 

黃金風鈴花 紫葳科 Tabebuia chrysantha 半落葉喬木 - 

米仔蘭 楝科 Aglaia odorata 木本灌木 - 

異葉爬山虎 葡萄科 
Parthenocissus 

dalzielii 
木質藤木 - 

非洲鳳仙 鳳仙花科 Impatiens walleriana 草本植物 - 

大紅花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木本灌木 - 

洋紫荊 蘇木科 Bauhinia blakeana 喬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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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常用觀賞性植物品種，不建議作食用用途； 

有關植物資訊可查閱民政總署網頁（http://nature.iacm.gov.mo/BioDatabase 或

http://nature.iacm.gov.mo/botanical/index.htm）或參閱《澳門植物誌》。 

13. 安全 

學校就用途和性質而言，要求比其他類型建築物有更高的安全標準。安全是

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會影響整個規劃、構築及材料選擇等方

面的設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校的形式、平面組成及外觀。 

學校建築物除了必須具有合格的結構抗禦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和洪澇等）

外，還需要充分考慮防備人為意外的危險，如火災、因煙霧引起的窒息和有

毒氣體的吸入等。 

應當關注學校建築物周邊的潛在危險。特別警惕提防非法闖入和破壞的行

為。應具備當出現危急時有安全和可代用的出口的條件，並且儘量避免在疏

散時發生人流擁擠阻塞現象。操場應該開有可讓救護車和消防車駛進的入

口。 

13.1. 火災 

a. 應當遵照 6 月 9 日第 24/95/M 號法令通過的《防火安全規章》訂

定的所有規定和其餘在本地實施的專門法規，特別是要使用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的材料，設置警報系統和滅火設備。而該等設備應

放置在顯眼和容易取用的位置上； 

b. 規劃出合理的緊急逃生路線，並且定期和消防部門聯合展開全體

師生員工的逃生演習； 

c. 要查核消防條例，以保證有合乎要求的走廊寬度和長度並按適當

的間距安設防煙氣的隔斷。合理地處理走廊佈置、樓梯及出口的

設置，以使人流不致發生擁擠阻塞，這是涉及火警疏散出口問題。

所有連接兩個樓層以上的樓梯都要求設封閉的樓梯間，並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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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樓梯的一般規定。大多數樓梯是供出口用的，而且要遵守規

範要求，如樓梯的寬度，以及樓梯踏步的寬高比等； 

d. 為了避免火警時産生有毒煙霧，對於那些帶潛在危險的場所，如

實驗室、電腦室等，需要慎重選用材料； 

e. 禁止在緊急逃生樓梯內和防煙廊內設置電線等管道。 

13.2. 惡劣氣象和污染 

應該具備能抵禦颱風的安全措施，避免設計大塊的或不穩固的窗扇，

這種窗扇容易在颱風吹襲下被强風衝破或捲走。 

應該設立屏障、過濾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減輕汽車廢氣的污染。 

13.3. 針對水災、風災等重大災害的學校設計指引 

a. 校舍建築物及其玻璃窗的設計和建造必須滿足現行 9 月 26 日第

56/96/M 號法令《屋宇結構及橋樑結構之安全及荷載規章》以及將

會推行的《建築物玻璃窗設計指引》； 

b. 低窪地區學校的地面及地底層體育場所的地面用料不可為木板，

建議用 PU 地台； 

c. 除電力公司的設備要求外，所有後備發電機、後備電池、低壓總

制房或總電制箱必須設於閣樓或以上。有水浸風險的校舍，其地

面層電力插蘇位等應考慮設於高位或採用防水插座； 

d. 地庫排水泵選型時應考慮加大其計算的安全系數，以便加強水浸

時的排水能力； 

e. 避免在天台加建非法建築物，如需設置運動場圍網，其結構及用

料必須經合資格工程師計算能抵禦強風； 

f. 校舍室外和半室外的設施和設備應以實用為主要考量，同時亦應

考慮其防禦災害的能力，如無必要不應使用假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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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建築工程室內裝修材料安全 

a. 室內裝修所使用的木地板和其他木質材料，嚴禁採用瀝青類防腐

和防潮處理劑； 

b. 裝修用稀釋和溶劑，嚴禁使用苯、工業苯、石油苯、重苯及混苯； 

c. 嚴禁在室內用有機溶劑清洗施工工具； 

d. 儘量採用環保低 VOC 建材、節能機電系統及節水型潔具； 

e. 工程驗收時，必須進行室內環境污染濃度檢驗，檢測結果應符合

標準（見下表）。 

污染物質名稱 建築物內含量 

游離甲醛（毫克/立方米） ≦0.08 

苯（毫克/立方米） ≦0.09 

氨（毫克/立方米） ≦0.2 

氡（Bq /立方米） ≦200 

TVOC（毫克/立方米） ≦0.5 

13.5. 現有教育設施進行新建、重建、擴建及裝修工程時的施工安全 

a. 確保學校學生有足夠的緊急逃生出口，並保持其暢通； 

b. 明確把施工場地與學校其餘範圍作分隔和保護，應做有圍板，禁

止學生接近。必要時還須建造平台、圍欄或上蓋，以保障學校人

員的安全； 

c. 如施工棚架靠近現有校舍，棚架下應設有圍板，禁止學生接近；

棚架上須鋪設護網，避免墮下的物料、工具和廢料擊入校園內； 

d. 確保學校與施工場地均設有獨立的出入口。如無可避免需要使用

學校的通道運輸建築材料或設備，其使用必須是在非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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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施工期間應注意對現有校舍的影響。確保現有校舍和場地的牢

固，必要時加裝臨時支撐。有危險的場地應暫時停止讓學生使用； 

f. 減低塵埃對學校區構成的影響，應使用澆水方法、利用排氣系統

和吸塵機清除塵埃； 

g. 施工技術、施工過程應考慮環保及減低環境污染，建議參考環保

局相關指引； 

h. 直接影響現有建築物結構的拆卸或擴建工作（如加建一層結構），

必須安排在學校假期中進行，否則受影響的建築物在施工期間不

可安排師生上課或活動； 

i. 注意噪音的影響，大噪音的工作（如打樁、拆卸建築物結構）應

安排在非上課時間進行。建議修改地基的設計方案或以較靜的機

械取代發出噪音的機械、用吸音物料隔音、更改工序、使用潤滑

油和油壓碎石機、改善維修保養工作等，務求減低噪音； 

j. 工程施工應有獨立的供電和供水。工地應有獨立的洗手間，不能

與學校共用。確保工地的衛生，勤於清理垃圾和積水，避免滋生

蚊蟲； 

k. 施工機械應安放在地盤適當位置，以避免對校園產生影響(如起重

機的吊臂或天秤不可經過校園上空）； 

l. 在管理安排方面，學校事前必須知會學生和家長有關學校工程的

安排； 

m. 學校須成立安全專責小組，與承建商共同跟進工程期間的安全和

衛生事項，尤其確保遵守 7 月 19 日第 44/91/M 號法令 —《建築

安全與衛生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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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學校須建立通報機制，當學校工程發生較大事故時須向教育暨青

年局報告，可通知教育設備處何培基先生（Tel：83972803），陳

江華先生（Tel：83972804）。學校應提供一專責人員名單，可讓

教青局查詢工程情況； 

o. 確保整項工程由合資格的專業工程承建商進行，並由專業建築師/

工程師監督。小型設備的安裝亦應由合資格的專業技術人員進行。 

13.6. 意外 

除了對大災禍的預防之外，設計和安裝上還要注意避免日常使用的意

外事故。 

a. 應該儘量避免人流和車流路線的交叉； 

b. 在有可能受到車輛嚴重衝撞的位置，譬如下斜坡的盡頭、轉彎位

等，應設立較堅固的欄杆，以保護學生； 

c. 要防避學生墮下，窗台高度不能低於 0.9 米。欄桿的高度不少於

1.1 米。樓梯和陽台的欄桿或欄板的設計，不能帶有容易誘使小孩

攀緣、滑行或可讓頭部穿過的作法，這樣欄桿不應有間距超過 0.12

米的空隙； 

d. 位於地面層的房間，不宜採用外開式的窗扇，以免對戶外的使用

者構成障礙。向走廊通道打開的窗扇不應該低於 2 米，以免産生

意外； 

e. 在有可能受室外物體撞擊的位置，如鄰近運動的場地，應該設立

保護金屬網罩（或其他裝置）。這些裝置亦應該能避免反彈室外

的物體（如足球）。所有位於地面層、一樓及二樓朝向運動場地

的窗戶和玻璃應能抵抗足球或籃球的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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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室內地面的鋪砌不應做有凸起或皺摺，亦不應造成使人容易滑倒

的表面。戶外應避免有不同標高的地台，而沒有設立矮牆以示區

分； 

g. 適當的材料（不易碎和不易燃燒）的選用，亦是保障學生和教學

設施的重要手段； 

h. 像電閥門等一些重要的開關裝置不應安置在可隨便讓學生觸及的

地方； 

i. 室內的設備應該是可移動的、不易生銹的，並且是不帶凸出物或

尖角。還須要足夠穩固和平衡，來讓學生使用。幼兒教育使用的

家具還需要作圓角的處理。 

j. 如有需要安裝紫外線消毒燈時，其開關必須與普通照明燈的開關

分開安裝，並以有警示的訊號或文字作區分；使用時，一定在無

人狀態下使用，避免傷害人的眼睛和皮膚。 

13.7. 實驗室安全 

a. 實驗室應備有安全指引； 

b. 除非有教師在場，否則學生不得擅進實驗室；未經許可，學生不

得移取實驗室內的物品； 

c. 在示範可能會引致劇烈或放熱反應，或在加壓的情況下使用玻璃

儀器等會有潛在危險之實驗時，教師應使用安全擋板； 

d. 化學品用畢立即回歸原位，容器上的標籤應朝外，以方便辨認；

危險化學品必須妥為存放於堅固、上鎖並遠離熱源的櫃中； 

e. 化學品加熱、處理酸類及其他腐蝕性化學品時，應配戴防護眼鏡，

防護眼鏡要定期使用清潔劑或消毒劑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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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理科教師及實驗室人員應熟悉實驗室安全設施、供氣總摯及供電

總摯的位置； 

g. 實驗室在易於取用的位置放置適當的滅火筒、防火沙桶和處理化

學品溢瀉套件，並明確標示其位置，並定期檢查保養，以供隨時

使用； 

h. 實驗室內設置緊急沖身及洗眼設施； 

i. 教師和學生進行解剖時應穿上手術用手套； 

j. 實驗室人員應熟悉實驗室安全設施、供氣總摯及供電總摯的位置

及使用方法，如須撤離實驗室，應在情況許可下先將供氣及電力

總摯關上； 

k. 急救箱應設於容易取用的位置； 

l. 各實驗室當眼的地方應張貼緊急應變措施、疏散程序及詳細的逃

生路線圖。 

14. 學校出口 

首先要注重安全，尤其在學生經常出入的步行路徑上。須要考慮配備公共運

輸網絡，可讓校車、接送學童車及其他車輛到達學校範圍。對於入口、停候

處及交通工具的上下車處之間的聯繫和人流安排應該寬裕而安全。習慣上儘

可能將以上區域綜合在一起，以避免出現太多的牆壁而形成擠迫壓抑感和避

免功能重疊。對於行政辦公區域：校務處、接待室及校長室的佈局處理亦然。

對於入口層的其他公共地方也應該儘量開放，提供合適的自然採光和通風。 

學校大門在可能情況下避免設於主要大馬路前，以維護學生安全。 

出入口應該設置護欄以阻攔學生過急而直接地衝出馬路，因放學時常會出現

“衝出校門”的情況。這些阻隔構件或行人路的護欄對上述情況會有所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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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應急出口都必須明確標明，使人對其用途一目了然，不致使人產生懷

疑和猶豫。從走廊上的每一點都應能看到指向最近一個出口的標記。校內任

一地區都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出口。 

必須有一出口獨立和可直通校外。 

15. 樓梯 

15.1. 樓梯 

學校人流路線設計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是樓梯。要根據總體交

通佈局設置樓梯，并要留心荷載的分佈、安全、課間休息時學生的行

動趨向，以及避免人流交叉現象等事項。樓梯的設計要使學生能方便、

快速而安全地走動。 

樓梯不但為往返於不同樓層的人提供通路，而且為課間調換教室的學

生提供豎向的交通道。因此，十分重要的是樓梯的設計要使學生挾著

書本也能並肩走路而不致擁塞。推薦的尺寸是兩個欄桿扶手之間的寬

度應為 1.3─1.5 米。樓梯應是防火結構，並直接通向室外。它應配有煙

氣控制設施，並把樓梯井和它所服務的走廊隔開。 

樓梯兩側應設有扶手。幼兒教育還需要另外加設高度較低和適合年幼

小孩使用的扶手，且樓梯兩側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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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 

項目 
300 名以下* 300 名以上 備註 

樓梯凈寬 不少於 1.10 米 不少於 1.35 米 

樓梯最大凈寬度應不大於 2.20

米，若樓梯最大凈寬度大於 3

米時宜設中間扶手。寧可增加

樓梯的數目，不建議加寬樓梯

來滿足人流量的需要。 

15.2. 樓梯踏步 

在學校裏應採用標準的樓梯踏步設計寬高尺寸。不規格的尺寸，不論

對孩童或成人都會增加發生事故的危險。另外，設計踏步板時都要使

之具有摩擦力。 

階段 

項目 
幼兒教育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樓梯踏高 不大於 15 厘米 14─16厘米 14─16厘米 

樓梯踏闊 不少於 26 厘米 28─30厘米 29─31厘米 

樓梯坡度 不大於 30 度 不大於 30 度 不大於 30 度 

每段樓梯的踏步不得多於 16 級，不應少於 3 級。 

16. 走廊 

設計完善的學校，應有供學生自由走動的走廊。窄小的走廊，學生自由走動

受到限制。 

走廊的牆壁應無任何凸出物。為學生安全著想，飲水處、消防滅火器、衣帽

間、房門，以及展覽櫥窗等都必須適宜凹進牆內。更不適宜有開向走廊的窗

戶。 

最好具有吸聲性能以減少噪音。走廊應有良好的照明，在主電源發生故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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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急措施。走廊地板的面層必須耐用、防滑且便於維修。 

走廊的最大連續長度不應超過 45至 65米；而凈寬應大於 1.8米。凈寬為 1.8

米且具 25 米或以上長度的走廊，應將其五分之一的長度擴寬至 2.5 米，作

為活動空間；兩側為教室，凈寬為 2.5 米且具 25 米或以上長度的走廊，應

將其五分之一的長度擴寬至 4 米，作為活動空間。走廊欄桿的高度不應少於

1.1 米，間距不應超過 0.12 米。 

17. 教室出口和門 

大於 80 平方米的教室須設有兩個出口，而其他教室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宜

設兩個出口。 

建議門扇由裏往外推開。不能期望學生在開關門時都能小心謹慎。在門上設

一塊透明玻璃，并將門凹進，可以避免門扇打到學生身上。玻璃的位置必須

和學生的不同身高成比例。採用鋼化玻璃或鉛絲玻璃更為安全。 

走廊兩側都設有教室時，教室的門口應避免向走廊方向對開，更不能在同側

出現鄰近二個課室緊貼的門口，以防學生疏散時集中於相對或緊貼的出口，

造成安全問題。 

18. 圍栅 

應該避免採用帶危險性的設計，如矮牆上貼尖玻璃片，尖矛和帶倒刺的金屬

網圏。除了對身體有危險之外，在心理上亦産生一種“監獄”的感覺，這違背

了教育的意義。 

可將圍栅作修飾或掩蔽起來，造出自然的外貌。也可利用圍栅的一部分作擊

球活動的場地。 

由磚砌牆和圍網組合成的圍栅，能使空間有較大的通透感，較好的自然通風

和採光。可在地面的圍栅處種植灌木籬笆，以幫助減低交通噪音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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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停車場 

如學校設有校車接送學生往返學校，可考慮在校園內設立停車場以停放校

車，減輕本已擠擁道路的壓力。這些停車位置應該與教學和休閑活動區域分

隔開來。 

應考慮設立獨立通道至停車場，並注意其迴車空間和動線應適度而順暢，應

該儘量避免人流和車流路線的交叉，也可設於地下室，但其淨空高度應注意

避開排氣用的通風管道和消防設備。 

20. 無障礙通用設計 

學校建築屬於社會公共設施，須要考慮到傷殘人士（主要是使用輪椅者）的

使用，因而要作出消除障礙的設計，以體現傷殘人士可以到達、方便使用及

安全的原則。法規上應遵守 10 月 3 日第 9/83/M 號法律《關於消除建築障礙

的規則》，部分具體表現為： 

20.1. 學校的範圍應該避免起級或出現高差，室內外避免有不同的標高，否

則亦要做斜坡，斜坡斜度為 1:12，寬度 1.2 米，以提供一個無障礙的通

道； 

20.2. 門要有足夠的寬度，可讓輪椅使用者通過，不應設有門檻，否則應做

成扁圓拱狀； 

20.3. 兩層或以上的學校要安裝可供坐輪椅者使用的升降機； 

20.4. 在台階和起拱的地方應該使用鮮明對比的顏色； 

20.5. 設有專門供坐輪椅者使用的衛生設備； 

20.6. 建議接待櫃枱、圖書館借還書處及同類設施的高度應可供坐輪椅者使

用； 

20.7. 建議講台、舞台具備適當的設施，可供坐輪椅者自行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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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要對象是使用輪椅者（肢障人士），不過有需要時亦應該替視

障、聽障或智障人士作出考慮。關於這些方面的相關設施可參考有關

法令。對於視力受損的人士而言，可參考以下資料： 

20.8. 建議使用大字體、更顯著及明確的標誌，宜使用國際標誌作為統一標

準； 

20.9. 建議從主入口開始，設立觸覺引路帶(導盲磚)至傳達室(接待處)、觸覺

平面地圖(凸字地圖)、最接近的無障礙洗手間、乘升降機的範圍及上落

用的樓梯等； 

20.10. 凸字地圖須顯示主入口、公用洗手間、主要公用設施位置。 

20.11. 在情況許可下，建議學校的無障礙設施和環境按《澳門特區無障礙

通用設計建築指引》中與學校相關的無障礙通用設計原則進行設計和

建設。 

21. 升降機類的設備監管 

21.1.學校或維修保養承辦商必須按土地工務運輸局所發出的《私人工程升降

機類設備審批、驗收及營運制度指引》及《公共工程升降機類設備審批、

驗收及營運制度指引》(下稱: 《指引》)每年向本局遞交 E3 表格(「升降

機類設備資料申報表(向發出行政准照實體/管理或擁有設備的機關/負責

公共工程的機關申報專用)」)、E3 項目清單(「負責擔任升降機類設備安

裝、保養維修單位的項目清單」)、相關的升降機類設備的年度安全運行

證明書、升降機類設備年檢報告以及資料光碟，數量為一正本一副本(共

兩份)，並確保資料無誤。 

21.2.學校或維修保養承辦商必須確保升降機類設備安全地運作，而其運作、

維修及保養方面，亦須遵守由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指引》中的規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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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學校硬件設施防災指引 

1. 目的 

本指引的目的，主要包括建議學校從日常性檢查維護和季節性檢查維護兩方

面，有規劃和有系統地對校舍設施設備進行各種預防性檢查，加強學校硬件

設施的防災能力，減少災害對學校師生和工作人員的傷害，以持續發展優質

的教學環境。 

2. 內容 

2.1. 設施設備的管理與規劃 

a. 管理規劃和實施流程：校方需要編制所有設施設備清單以鑑定所有

資產和系統的數量與更換價值(學校須要評估所有資產和系統的使

用年期)，同時也需要保管好各重要設施設備的操作和維修保養手冊

(如空調系統等)； 

b. 制定設施設備的保養和維護範圍：制定設施設備的檢查和測試類

型；制定設施設備維護方式和頻率 (如各種機電系統：電力系統、

消防系統、供排水系統等)；制定設施設備的缺陷評估方法； 

c. 制定設施設備的維護方案，維護管理基本上可分為四類：週期性維

護：週期性(例如：每周、每月、每半年、每年等)進行全面評估及

更換損壞和破損的部件；預防性維護：對有可能影響設備正常運作

的故障採取預防性、防患性的措施；修正性維護：對設備和部件進

行修復，包括更換零件、改進設計等，解除設備缺陷或重複性故障，

使設備恢復和獲得改善，從而提高設備未來的可靠性和可維護性；

事後維護：在設備操作出現故障、發生損壞或事故以後進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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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設施設備維護方案，就是希望學校透過週期性維護或預防性维

護發現問題，並進行維護以保證學校環境安全、運作良好。 

d. 制定設施設備的維護程序：校方應根據以上所述的設施設備維保範

圍和方案，制定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指引手冊，以確保維保過程的一

致性並達到所規定的標準。這套標準作業程序指引手冊，可提供內

部設施維修人員和外判服務承包商參考，並讓他們了解校方的服務

要求及標準。 

2.2. 日常性檢查維護 

校方完成校舍的設施設備的管理與規劃後，有需要對相關的設施設備進

行一系列常規性的檢查、保養及維修工作，以維護學校環境安全和良好

運作；常規性的檢查維護工作，亦是減少災害對校舍造成影響的最佳方

法。考慮現時各學校校舍維護管理工作多由各校之總務單位承辦，負責

設施維修管理的人員通常都不具土木、建築或設備維修專業背景，以下

各表以非工程專業人士和承辦人員角度制定，以協助學校內部設施維護

管理人員對各項設施進行恆常性檢查並記錄，若發現問題，應按輕重緩

急進行有規劃的維修工作。 

a. 樓宇建築結構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建 築 結 構

( 混礙土結

構 、 鋼 結

構、木結構)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必須

每五年進行一

次專業檢查 

1. 建築結構無裂痕，無脫落，無

白蟻侵蝕現象 
2. 樓板、橫樑、柱子無混凝土剝

落或鋼筋外露、鏽蝕現象 
3. 天花板無龜裂、剝落現象、無

漏水現象、無浮突、變形現象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2.  屋頂 每半年檢查(目
測)。屋頂除一

般性之定期檢

查外，更須注意

雨季與颱風前

後的重點檢查 

1. 屋頂防水層無浮凸、發泡、

破裂、剝離現象 
2. 屋頂構件牢固，無鬆脫 
3. 屋頂排水溝應保持清潔，無

落葉、髒物聚集阻塞等阻礙

排水現象(應每周檢查)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3.  外牆 每半年檢查(目 1. 飾面無脫落，無裂痕，無滲 學校負責



2019/2020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七節 校園建築、設備及安全 

 

 544 

測)一次 水 
2. 無違章附加物，邊角綫齊整 
3. 整潔、無污跡、無鏽跡 

設施維修

人員 

4.  學校內部牆

身，地台(包
括通道、走

廊、門廳、

樓梯間等)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學校內部牆身，地台飾面無

浮凸、破裂、剝離現象 

2. 牆體、地面、窗戶、頂棚結

構完整，無缺損，無裂痕 

3. 整潔、清爽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5.  門、窗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門、窗開關正常運作，無損

壞 
2. 窗戶結構無損壞、故障、鬆

脫 
3. 門、窗玻璃無損壞、鬆脫 
4. 窗戶保持乾淨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6.  金 屬 構 件

( 冷 氣 機

架、鐵梯、

樓梯扶手、

欄杆等)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確保金屬構件無裂痕、鬆

脫、無鏽跡現象 
2. 金屬構件防腐或防火塗層無

磨損現象 
3. 必須安裝穩固、保持良好運

作條件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b. 機電設備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情況 執行人員 
1.  空調系統 每月檢查一

次 
1. 冷氣機正常運作 
2. 隔塵網最好每兩星期清洗一

次 
3. 冷卻塔正常運作 
4. 冷卻水塔與相關管路配件無

漏水現象 
5. 空氣處理機組過濾器保持清

潔及正常運作 
6. 風機盤管正常運作 
7. 制冷劑的供應量足夠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2.  照明系統 每月檢查 
(目測)一次 

1. 燈具正常運作 
2. 開關制箱整體完好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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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線及喉管無破損現象、老

化現象 
人員 

3.  發電機組 每月檢查一

次 
1. 電器連接正確搭接 
2. 發電機組正常運作 
3. 電壓調節器正常運作 
4. 熔斷指示燈泡正常運作 
5. 斷路器正常運作 
6. 電線無破損、老化 

合資格的

電機工程

師或具備

相關技能

的學校設

施維修人

員 

4.  防雷系統 每年檢查一

次 
1. 接地電極應有效散熱閃電放

電 
2. 導管正確搭接端子 
3. 空氣終端正常運作、無破

損、老化 

合資格的

電機工程

師或具備

相關技能

的學校設

施維修人

員 

5.  備用緊急

發電機 
每月檢查一

次 
1. 電池系統正常運作、無腐蝕 
2. 熔斷指示燈炮正常運作 
3. 斷路器正常運作 
4. 電線無破損、老化 

合資格的

電機工程

師或具備

相關技能

的學校設

施維修人

員 

6.  電器配件 每半年檢查

一次 
1. 電器配件無損壞現象 
2. 電器配件正常運作 
3. 電線及喉管無破損現象、老

化現象 

合資格的

電機工程

師或具備

相關技能

的學校設

施維修人

員 

c. 消防設施設備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情況 執行人員 
1.  消防控制台 每月檢查一

次 
1. 各類指示燈(包括電源、信號

正常運作) 
2. 各類開關處於開啓或自動狀

能 
3. 控制台內部清潔、無塵 
4. 電源電壓正常運作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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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報功能正常運作 

2.  煙/熱感探頭 每半年檢查

一次 
1. 煙感探頭紅色指示燈亮起 
2. 温感探頭紅色指示燈亮起 
3. 區域報警器上相應位置的報

警指示燈亮起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3.  防火門 每半年檢查

一次 
1. 防火門門體完好無損、無變

形 
2. 防火門彈箕鉸鍵完好、彈性

適度 
3. 消防通道通暢、防火門開關

自如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4.  排煙系统 每半年檢查

一次 
1. 排煙風機表面無塵 
2. 控制櫃電源指示燈正常運作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5.  消防緊急廣

播系統 
每月檢查一

次 
1. 主機各電源信號、控制信號

正常運作 

2. 音量調節鍵至合適音量 
3. 各層揚聲器接線牢固 
4. 各部件完好、無破損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6.  滅 火 器 材

( 手提式滅

火器、消防

喉、滅火桶

等) 

每月檢查一

次 
1. 各類滅火器材完好、無破損

現象 

2. 手提式滅火器壓力正常、無

破損、無滲漏現象 

3. 滅火器粉劑在工作有效期內 
4. 各類滅火器材安放在合適地

點(應保持任何一點至滅火

器距離不應超過15米)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7.  消防水系統

(包括：消防

龍頭、消防

喉轆、噴淋

頭等) 

每月檢查一

次 
1. 管道無滲漏現象 
2. 水泵轉軸轉動靈活 
3. 噴淋頭無表面油灰及灰塵 
4. 消防龍頭、喉轆無破損無滲

漏現象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註：除上表所列項目外，學校亦應訂定一套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對應火災風險)，

並定期演習及作出檢討。 

d. 供水、排水系統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管道系統 每年檢查 (目測 ) 1. 管道無漏水現象 學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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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2. 泵和閥門正常運作 

3. 水箱正常運作 

設施維修

人員 

2.  供水、排水

系統 

每年檢查一次 1. 沙井/檢查井無阻塞

現象 

2. 沙井/檢查井蓋密封

良好、無滲漏水或氣

體 

學校負責

設施維修

人員 

e. 廣播與聲音/聲像系統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揚聲器 

 
每半年檢查一

次 
1. 揚聲器正常運作 
2. 導綫無破損、老化 

學校負責設

施維修人員 
2.  話筒 每半年檢查一

次 
1. 話筒正常運作 
2. 話 筒 導 綫 無 破

損、老化 

學校負責設

施維修人員 

 

2.3. 季節性檢查維護 

每年五月至十月為澳門熱帶氣旋多發性的季節，同時熱帶氣旋會伴隨着

狂風及暴雨前進。每當熱帶氣旋逼近，會推高水位，導致海水高度可比

正常水位高出六至十米，極易在本澳一些低窪地區造成嚴重水浸，造成

人命和財產的損失。因此，學校除了進行上述的“日常性檢查維護”工作

外，在風季、雨季來臨前，尤其是熱帶氣旋將要侵襲本澳前，建議學校

加強注意如下事項： 

a. 設施設備管理(硬件)：第一部分為校內建築物和設備管理方面，建

議學校可按自身的特點(例如位處山邊、平地或低窪地區的學校所面

對的問題各有不同)和需要，增加或減少以下項目。 

-學校地理位置：位於易出現水浸地區的學校，應合理規劃設施設備

的擺放位置，盡量將電子設備、電子製品、貴重器具及不耐浸水的

物品(如貴重儀器、圖書和學生資料等)放置在高處，尤其是可能會

被洪水淹沒或沖流而易發生危險的物品，應放置在洪水浸淹不到的

地方，並按照學校實際情況安裝防水閘門或準備沙包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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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通道：確保緊急疏散及集合路線的暢通，若有阻礙物應盡快移

除； 

-門、窗：應檢查校內各門窗的開關情況，關閉非必要的門窗，必要

時應加釘木板，若有破損或無法緊閉時，應立即進行維修。大片的

落地玻璃要預先貼上膠紙，以防強風時造成玻璃碎裂，若學校出口

是電動閘門時，應保留人手可開啓或斷電自動開啓的裝置，以防止

停電時影響人員逃生； 

-盆栽、樹木：處於高位的吊掛式花盆、盆栽等，應移至室內。樹木

應預先修剪，並用加強樹木支架固定等； 

-外牆吊掛物：學校外牆懸掛的招牌、電線、空調機架、以及雜物應

釘牢或取下； 

-擋土設施：位處鄰近山坡地點的學校，應時刻注意泥石流的情況，

預先修理或加固擋土牆或斜坡，如遇危險的情況，應儘速撤離； 

-緊急照明：檢查緊急照明等設備，若不能運作時應儘快修理； 

-廣播系統：檢查整個廣播系統等相關設備，以利災難發生時能夠迅

速通知全校人員，逃往安全地點避難； 

-後備發電機：檢查後備發電機能否正常運作，燃油是否足夠； 

-排水溝：檢視水溝、排水設施有無堵塞，並消除水溝之堵塞物，避

免發生阻塞現象而引致雨水倒灌；如有抽、排水設備，應發動檢查

是否保持良好運作狀態，如否，應速派員維修，並注意電源安全； 

-地下室(地庫)：在颱風和暴雨來臨前，應於地下室(地庫)有水流入

口處備妥沙包或設置防水閘門，以防洪水流入或積水倒灌。同時，

提前確認可供逃生的場所，在洪水流入或積水倒灌前，撤離所有人

員和學生到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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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遊戲場設備：容易受颱風來襲時造成損害的設備，應優先加固

或暫時擺放至安全地點； 

-屋頂上或高處設施：鐵製或玻璃纖維製的水塔，事前裝滿水，藉以

增加重量，避免被強風吹倒，屋頂如有其他設施（天線、擴音器等），

亦請做好足夠防颱風的固定設施或先行拆卸； 

-工程：倘學校有工程進行，應要求承包商做好防颱風措施(例如：

鷹架、帆布、圍籬固定等)，確認工程廢棄物之存放與處理妥當、工

區內排水溝暢通，並需派員檢查是否已確實做好； 

-確認災害發生後使用的緊急應變工具或物品是否齊全，如有缺漏或

損壞立即將項目補齊或替換。若於颱風來臨前有無法改善的部分而

有受災的可能時，須採取臨時的應變措施（沙包、封閉窗戶或劃定

區域禁止進入、拆除懸掛物等），以降低災害所帶來的影響。 

b. 信息收集和處理(軟件)：第二部分為信息收集和處理工作，校方應

儘早收集有關學校的地理位置、基本資料、環境概況、建築物各樓

層的平面配置、救災設備器材配置、曾發生之災害及災害特性分析，

並對有關儀器、設備、運動設施與建築物進行危險評估，針對危險

的項目作出改善，降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的危害，並將所有記錄

存檔，作為日後類似情況的參考。除以上事項外，學校信息收集方

面還要注意以下事項： 

-颱風及暴雨消息收集：密切注意電視、電台及氣象局網站，有關颱

風未來動態消息和查詢政府是否發佈停止上課安排，並與教育暨青

年局緊密聯絡； 

-學校應建立緊急疏散計劃(對應風災、水災、風暴潮等)，內容應包

括建立預防措施、制定緊急疏散計劃、成立危機管理小組等，以供

學校使用人員能清楚本身的任務和責任，確切地執行有關計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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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發生時，可以避免失控、恐慌及混亂等情況出現。並適時進行

演習； 

-如遇緊急情況，應致電 999（緊急求助熱線）、28572222（消防局）

或 28573333（治安警察局）求助。 

 

第六部分 建築空間基本要求 

因應不同的教育階段，教學設施必須設有普通教室、音樂教室（小學教育）、

美術教室（小學教育）、圖書館（閱覽室）、實驗室（中學教育）、資訊室（電腦

室）、校長室、教師辦公室（休息室）、門衛室或傳達室、健康工作室、衛生間、

貯物室，其餘的建築空間即視實際需要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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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學教育的空間要求  

空間 
最小使用 
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1-普通教室 50  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1 平方米至 1.43 平方米計算

新建校舍：每學生佔 2.00 平方米。 

 教室的長闊比為 3:2 至 4:3。 

 教室的門凈寬不少於 0.9 米，凈高 2.0 米以上。 

 教室的門應設置透明玻璃，宜用鋼化玻璃或鉛絲玻璃。 

 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窗玻璃面積和地面面積比一般為 1/6 至 1/4。 

 室內色彩以淺淡明亮為宜。 

 教室照明度 500 勒克司（Lux）（至課桌面）。 

 教室不要裝門檻。 

 門鎖裝置應無法從教室內把門鎖上。 

 教室應設廣播喇叭、窗簾及電源插座（電視機、錄映機、

放映機等）。 

 課桌椅的排距不應少於 86 厘米，縱向走道寬度不應少於 55

厘米。課桌端部和牆面或突出牆面的內壁柱和設備管道的

凈距不應少於 12 厘米。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0 米。最後

一排課桌後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大於 8.5 米。 

 前排邊座的學生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視角不應少於 30 度。 

 教室後部應設置不少於 60 厘米闊的通道。 

 黑板高度不應少於 1.0 米，寬度不應少於 4.0 米。 

 黑板下沿和講台面的垂直距離應為 100 至 110 厘米。 

 講台兩端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0 厘米，台寬度

不應少於 65 厘米，高度應為 20 厘米。 

 黑板應備有掛圖用的、附有鉤子和軟木的橫桿或採用綠磁

板。 

2-實驗室 －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中學教育一般應設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及生物實驗

室。根據教學需要和學校的不同條件，可增加其他專科實

驗室或兼用。 

 兩實驗桌間的凈距離：雙人單側操作時，不應少於 60 厘米。

四人雙側操作時，不應少於 130 厘米。超過四人雙側操作

時，不應少於 150 厘米。 

 中間縱向走道的凈距離：雙人單側操作時，不應少於 60

厘米。四人雙側操作時，不應少於 9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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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 
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第一排實驗桌前沿和黑板的水平距不應少於 2.5 米，最後一

排實驗桌後沿和黑板的水平距不應大於 11.0 米。 

 教師演示桌長不應少於 2.4 米，寬不應少於 0.6 米。 

 實驗室和其附屬用房應根據功能的要求設置給水排水系

統、通風管道及各種電源插座。 

 實驗室內應設置黑板/白板、講台、窗簾桿、銀幕掛鉤。 

 可沖洗和防酸蝕的鋪地材料；2 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 

 門扇須由裏往外推開。 

3-化學實驗室 
3.1.實驗室 
3.2.準備及儲

存室 

 
70 
3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化學實驗室須和普通教室隔離。 

 實驗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化學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準備室、藥品貯藏室等附屬用房。 

 實驗室應設在地面層，其窗不宜為西向或西南向佈置。 

 藥品貯藏室應避免受陽光直接照射。 

 實驗室應有門和其準備室相連。 

 實驗室可設置氣體燃料管道，但應根據本地區現行安全法規

實施。 

 實驗室應設通風櫃，通風櫃內應設給排水裝置，但電源插

座、照明及氣體燃料開關不得設在通風櫃內。 

 實驗室內設置一個事故急救沖洗水嘴。 

 實驗室內的排風扇應設在外牆靠地面處。風扇的中心距地面

不應少於 30 厘米。 

 風扇洞口靠室外的一面應設擋風措施，室內一面應設防護

罩。 

 空調系統和通風管道須獨立於學校其他部分。 

 實驗室的家具用品應特別注意，至少應耐酸鹼並易於清洗。 

 實驗室的地面應加設地面去水。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氣體燃料開關、洩污水台。 

 應以具有不少於一小時抗火時效的牆壁將實驗室和校舍的

其他部分完全分隔。門應以具有不少於半小時抗火時效且具

有自動關門裝置。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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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使用 
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4-物理實驗室 
4.1.實驗室 
4.2.準備及

儲存室 

 
70 
3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實驗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物理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準備室等附屬用房。 

 做光學實驗用的實驗室宜設遮光設備和暗室。 

 做光學實驗用的實驗桌上應設置局部照明。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5-生物實驗室 
5.1.實驗室 
5.2. 準 備 及

儲存室 

 
70 
3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實驗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生物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標本室、模型室、準備室等附屬

用房。 

 保存標本的空間或櫃應該不受陽光直接照射，並應採取防

潮、降溫、隔熱、防鼠等措施。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洩污水台。 

 顯微鏡實驗桌上應設置局部照明。 

 實驗室的地面應加設地面去水。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6-資訊室 
（電腦室） 

8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教室的平面宜佈置為獨立的教學單元。 

 電腦操作台應採用平行於教室前牆或沿牆四周佈置。 

 電腦操作台前後排之間凈距離和縱向走道的凈距離均不應

少於 70 厘米。 

 電腦操作台應設置電源插座。當電腦操作台平行前牆佈置

時，地面應設置暗裝電纜槽。 

 獨立電箱的電路網。 

 室內地面應採用能導出靜電功能的材料。 

 當室外附近有強電磁場干擾時，教室內應佈屏蔽措施。 

 合適的照明並避免電腦螢幕的反射。 

 教室應設置書寫白板、窗簾及銀幕等。 

7-語言室 8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語言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語言教室內應設置學生用的小隔音間。它的大致尺寸為寬

76 至 90 厘米，進深 90 厘米，高 137 厘米。小隔間都朝向

教師，通過前面上半部透明材料，學生可看到教師，以便

進行直觀教學。它的後牆和頂棚要進行吸聲處理。 

 隔音間內應具備耳機、擴音器、錄音機，還應有調整音調

和音量的控制盤，上面還要有監聽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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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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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8-音樂室 
8.1.教室 
8.2.儲存室 

 
60 
10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音樂教室的面積和一般設計要求均和普通教室相同。但平

面佈置要考慮到不產生不當的回音、要避免對其他教室和

教員室干擾，並注意教室的隔聲和吸聲處理。 

 教室內地面宜設 2 至 3 排階梯，亦可做成階梯教室。 

 教室應設置五線譜黑板和教師示教琴位置。 

 需要設置較大的樂器貯藏室，宜和教室相通。 

9-美勞室 
9.1.教室 
9.2.儲存室 

 
70 
6 

 新建校舍：面積為 122.5 平方米。 

 美術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美術教室一般可考慮和普通教室合併。在單獨設置時，面

積約為 70 至 90 平方米。 

 美術教室應考慮較均勻的單側光線（北向採光），或設頂部

採光。並應該提供可靈活轉換角度的點光源人工照明。 

 家具要求能夠靈活佈置，方便教師擺放兩組或以上的題

材，讓學生自由選取合適的位置和角度。 

 教具貯存室宜和美術室相通。 

 教室應設置洩污水盆。 

10-圖書館 
（閱覽室） 

150  圖書館宜分設教師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書庫及管理職員

辦公室（兼借書處）。 

 閱覽室應設於環境安靜並和教學用房聯繫方便的位置。 

 閱覽室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門扇應由裏往外推開。 

 教師閱覽室和學生閱覽室應分開設置。 

 教師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教師人數的 1/3。 

 學生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學生人數的 1/12。 

 圖書：不少於 6,500 本，期刊：不少於 20 種，多媒體資料：

不少於 100 套，參考工具書：不少於 200 本（或建議藏書

量按每學生 15 至 20 冊計算；每平方米藏書量宜為 500 至

700 冊）。 

 書庫設計應採取通風、防火、防潮、防蟲鼠及遮陽等措施。 

 預留位置安裝視聽和電腦資訊多媒體學習設備。 

11-史地教室 －  地理教室和歷史教室宜合併為史地教室。 

 史地教室宜設陳列室、貯藏室等附屬用房，也可在教室內

設置供存放儀器、掛圖、展品、岩石標本等的位置。 

 史地教室講桌應設電源插座。教室內應設窗簾、銀幕掛鉤。 

 設置簡易天象儀的地理教室，其課桌應安裝局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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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 
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12-舞蹈教室 －  舞蹈教室宜設器材貯藏室、更衣室、浴室及廁所等附屬用

房。 

 每間教室不應超過 20 人使用。 

 需作隔音處理。 

 教室內在和採光窗相垂直的一面橫牆上，應設一面高度不

少於 2.1 米（包括鋼座）的通長照身鏡。其餘三面內牆應設

置高度不低於 90 厘米可升降的把桿，把桿距牆不少於 40

厘米。 

 良好的通風和採光，窗應開於牆面 1.8 米以上高度。 

 室內應設吸頂燈，並應設電源插座、窗簾等。 

 

 

2. 小學教育的空間要求 

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1-普通教室 50  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43 平方米計算，新建校舍：

每學生佔 2.10 平方米。 

 教室的長闊比為 3:2 至 4:3。 

 教室的門凈寬不少於 0.9 米，凈高 2.0 米以上。 

 教室的門應設置透明玻璃，宜用鋼化玻璃或鉛絲玻璃。 

 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窗玻璃面積和地面面積比一般為 1/6 至 1/4。 

 室內色彩以淺淡明亮為宜。 

 教室照明度 500 勒克司（Lux）（至課桌面）。 

 教室不要裝門檻。 

 門鎖裝置應無法從教室內把門鎖上。 

 教室應設廣播喇叭、窗簾及電源插座（電視機、錄映機、

放映機等）。 

 課桌椅的排距不應少於 80 厘米，縱向走道寬度不應少於 55

厘米。課桌端部和牆面或突出牆面的內壁柱和設備管道的

凈距不應少於 12 厘米。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 米。最後

一排課桌後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大於 8 米。 

 前排邊座的學生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視角不應少於 3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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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教室後部應設置不少於 60 厘米闊的通道。 

 黑板高度不應少於 1 米，寬度不應少於 3.6 米。 

 黑板下沿和講台面的垂直距離應為 80 至 90 厘米。 

 講台兩端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0 厘米，台寬度

不應少於 65 厘米，高度應為 20 厘米。 

 黑板應備有掛圖用的、附有鉤子和軟木的橫桿或採用綠磁

板。 

 小學教育低年級的教室，需要裝設一個洗手盆或盥洗盆，

供學生進行勞作後使用。 

2- 自然科學室 
2.1.教室 
2.2.儲存室 

 
80 
10 

 合適的環境（沒有直射太陽光的自然光、黑板及實驗桌的

照明、良好的通風）。 

 設水盆和給排水。獨立於其他管道的污水排放系統（可排

放酸性液體）。 

 分別具備直流電和交流電的插座。 

 可沖洗和防酸蝕的鋪地材料。 

 2 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 

 天花預埋懸掛輔助設備的吊鉤。 

 門扇應從裡往外推開。 

 加強通風和排氣。 

 冷氣系統應獨立於學校的其他部分，以避免傳送有害氣體

和異味。 

 人工照明需達到 700 勒克司（Lux）的水平。 

3-資訊室 
（電腦室） 

80  教室的平面應佈置為獨立的教學單元。 

 電腦操作台應採用平行於教室前牆或沿牆四周佈置。 

 電腦操作台前後排之間凈距離和縱向走道的凈距離均不應

少於 70 厘米。 

 電腦操作台應設置電源插座。當電腦操作台平行前牆佈置

時，地面應設置暗裝電纜槽。 

 獨立電箱的電路網。 

 室內地面應採用能導出靜電功能的材料。 

 當室外附近有強電磁場干擾時，教室內應佈屏蔽措施。 

 合適的照明並避免電腦螢幕的反射。 

 教室應設置書寫白板、窗簾及銀幕等。 

4-語言室 80  語言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語言教室內應設置學生用的小隔音間。它的大致尺寸為寬

76 至 90 厘米，進深 90 厘米，高 137 厘米。小隔間都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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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教師，通過前面上半部透明材料，學生可看到教師，以便

進行直觀教學。它的後牆和頂棚要進行吸聲處理。 

 隔音間內應具備耳機、擴音器、錄音機，還應有調整音調

及音量的控制盤，上面還要有監聽插孔。 

5-音樂室 
5.1.教室 
5.2.儲存室 

 
60 
10 

 音樂教室的面積和一般設計要求均和普通教室相同。但平

面佈置要考慮到不產生不當的回音、要避免對其他教室及

教員室干擾，並注意教室的隔聲和吸聲處理。 

 教室內地面應設 2 至 3 排階梯，亦可做成階梯教室。 

 教室應設置五線譜黑板和教師示教琴位置。 

 需要設置較大的樂器貯藏室，宜和教室相通。 

6-美勞室 
6.1.教室 
6.2.儲存室 

 
70 
6 

 美術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美術教室一般可考慮和普通教室合併。在單獨設置時，面

積約為 70 至 90 平方米。 

 美術教室宜考慮較均勻的單側光線（北向採光），或設頂部

採光。並應該提供可靈活轉換角度的點光源人工照明。 

 家具要求能夠靈活佈置，方便教師擺放兩組或以上的題

材，讓學生自由選取合適的位置和角度。 

 教具貯存室宜和美術室相通。 

 教室應設置洩污水盆。 

7-圖書館 
（閱覽室） 

120  圖書館宜分設教師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書庫及管理職員

辦公室（兼借書處）。 

 閱覽室應設於環境安靜並和教學用房聯繫方便的位置。 

 閱覽室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門扇須由裏往外推開。 

 教師閱覽室和學生閱覽室應分開設置。 

 教師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教師人數的 1/3。 

 學生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學生人數的 1/20。 

 圖書：不少於 4,000 本，期刊：不少於 10 種，多媒體資料：

不少於 100 套，參考工具書：不少於 100 本（或建議藏書

量按每學生 10 至 15 冊計算；每平方米藏書量宜為 500 至

700 冊）。 

 書庫設計應採取通風、防火、防潮、防蟲鼠及遮陽等措施。 

 預留位置安裝視聽和電腦資訊多媒體學習設備。 

8-史地教室 －  地理教室和歷史教室宜合併設置為史地教室。 

 史地教室宜設陳列室、貯藏室等附屬用房，也可在教室內

設置供存放儀器、掛圖、展品及岩石標本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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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史地教室講桌應設電源插座。教室內應設窗簾、銀幕掛鉤。 

 設置簡易天象儀的地理教室，其課桌宜安裝局部照明。 

9-舞蹈教室 －  舞蹈教室宜設器材貯藏室、更衣室、浴室及廁所等附屬用

房。 

 每間教室不應超過 20 人使用。 

 須作隔音處理。 

 教室內在和採光窗相垂直的一面橫牆上，應設一面高度不

少於 2.1 米（包括鋼座）的通長照身鏡。其餘三面內牆應設

置高度不低於 90 厘米可升降的把桿，把桿距牆不少於 40

厘米。 

 良好的通風和採光，窗宜開於牆面 1.8 米以上高度。 

 室內應設吸頂燈，並應設電源插座、窗簾等。 

 

 

3. 幼兒教育的空間要求 

空間 
最小使用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1-普通教室 50  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43 平方米計算，新建校舍：

每學生佔 2.10 平方米。 

 教室的長闊比為 3:2 至 4:3。 

 教室的門凈寬不少於 0.9 米，凈高 2 米以上。 

 教室的門應設置透明玻璃，宜用鋼化玻璃或鉛絲玻璃。 

 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窗玻璃面積和地面面積比一般為 1/6 至 1/4。 

 室內色彩以淺淡明亮為宜。 

 教室照明度 500 勒克司（Lux）（至課桌面）。 

 教室不要裝門檻。 

 門鎖裝置應無法從教室內把門鎖上。 

 教室應設廣播喇叭、窗簾、電源插座（電視機、錄映機及

放映機等）。 

 課桌椅的排距不應少於 80 厘米，縱向走道寬度不應少於 55

厘米。課桌端部和牆面或突出牆面的內壁柱和設備管道的

凈距不應少於 12 厘米。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 米。最後

一排課桌後沿和黑板水平距離不應大於 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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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前排邊座的學生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視角不應少於 30 度。 

 教室後部應設置不少於 60 厘米闊的通道。 

 黑板高度不應少於 1 米，寬度不應少於 3.6 米。 

 黑板下沿和講台面的垂直距離應為 80 至 90 厘米。 

 講台兩端和黑板邊緣的水平距離不應少於 20 厘米，台寬度

不應少於 65 厘米，高度應為 20 厘米。 

 黑板應備有掛圖用的、附有鉤子和軟木的橫桿或採用綠磁

板。 

 需裝設一個洗手盆或盥洗盆，供學生進行勞作後使用。 

2-語言室 80  語言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語言教室內應設置學生用的小隔音間。它的大致尺寸為寬

76 至 90 厘米，進深 90 厘米，高 137 厘米。小隔間都朝向

教師，通過前面上半部透明材料，學生可看到教師，以便

進行直觀教學。它的後牆和頂棚要進行吸聲處理。 

 隔音間內應具備耳機、擴音器及錄音機，還應有調整音調

和音量的控制盤，上面還要有監聽插孔。 

3-音樂室 
3.1.教室 
3.2.儲存室 

 
60 
10 

 音樂教室的面積和一般設計要求均和普通教室相同。但平

面佈置要考慮到不產生不當的回音、要避免對其他教室及

教員室干擾，並注意教室的隔聲和吸聲處理。 

 教室內地面宜設 2 至 3 排階梯，亦可做成階梯教室。 

 教室應設置五線譜黑板和教師示教琴位置。 

 需要設置較大的樂器貯藏室，宜和教室相通。 

4-美勞室 
4.1.教室 
4.2.儲存室 

 
70 
6 

 美術教室面積應按最少每學生佔 1.8 平方米計算。 

 美術教室一般可考慮和普通教室合併。在單獨設置時，面

積約為 70,至 90 平方米。 

 美術教室宜考慮較均勻的單側光線（北向採光），或設頂部

採光。並應該提供可靈活轉換角度的點光源人工照明。 

 家具要求能夠靈活佈置，方便教師擺放兩組或以上的題

材，讓學生自由選取合適的位置和角度。 

 教具貯存室宜和美術室相通。 

 教室應設置洩污水盆。 

5-圖書館 
（閱覽室） 

120  圖書館宜分設教師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書庫及管理職員

辦公室（兼借書處）。 

 閱覽室應設於環境安靜並和教學用房聯繫方便的位置。 

 閱覽室必須要有自然採光和自然通風。 

 門扇須由裏往外推開。 

 教師閱覽室和學生閱覽室應分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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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教師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教師人數的 1/3。 

 學生閱覽室座位數宜為全校學生人數的 1/20。 

 書庫設計：建議藏書量宜按每學生 5 至 10 冊計算；每平方

米藏書量宜為 500 至 600 冊。 

 書庫設計應採取通風、防火、防潮、防蟲鼠及遮陽等措施。 

 預留位置安裝視聽和電腦資訊多媒體學習設備。 

6-舞蹈教室 －  舞蹈教室宜設器材貯藏室、更衣室、浴室、廁所等附屬用

房。 

 每間教室不宜超過 20 人使用。 

 需作隔音處理。 

 教室內在和採光窗相垂直的一面橫牆上，應設一面高度不

少於 2.1 米（包括鋼座）的通長照身鏡。其餘三面內牆應

設置高度不低於 90 厘米可升降的把桿，把桿距牆不少於 40

厘米。 

 良好的通風和採光，窗宜開於牆面 1.8 米以上高度。 

 室內應設吸頂燈，並應設電源插座、窗簾等。 

 

 

4. 學校行政和其他公用場所的空間要求 

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1-校長室 9－12  為獨立的辦公室，供辦公、接見及會談之用。 

 位置應緊靠校務處/行政輔助室。 

 宜配置電話、傳真及影印設備。 

2-校務處/行政輔

助室 
2.1.辦公室 
2.2.檔案室 

 
 

20 
6 

 靠近校舍入口，宜設有櫃台開向入口大堂。 

 宜配置電話、傳真、影印設備及上課鐘控制。 

 附設檔案室，應具備較高的防衛條件，防範爆竊。 

 新建校舍每行政輔助人員佔 5 平方米。 

3-教師辦公室、

休息室 
－  教師辦公室的平面佈置，應有利於備課和教學活動。 

 新建校舍每教師佔 6 平方米。 

 教學樓中宜每層或隔層設置教師休息室。 

 教師辦公室和教師休息室宜設洗手盆、掛衣鉤、電源插座

及電話等。 

4-資源中心 －  資源中心為圖書館功能的擴大，透過現代的科技，提供音

像方面的資訊，如錄音磁帶、錄像帶、電腦磁碟及光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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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媒體。 

5-健康工作室 12  靠近活動場地和教師室。 

 應有自然通風和採光。 

 設有洗手盆和電源插座，最好具獨立衛生間。 

6-社工室/輔導室 －  為獨立的辦公室，供輔導之用。 

 要避免其他教室的干擾。 

 設置一張桌子和適當數量的椅子。 

7-衛生間 －  學校每樓層均應設置衛生間。 

 衛生間需要有良好的通風設施。地面應設地面去水，地面

材料須防滑、美觀及耐用。在入口處宜設前室或有遮擋設

施。 

 中學教育和小學教育的衛生間：女生按每 20 人設一個坐廁

和一個洗手盆；男生按每 40 人設一個坐廁和一個洗手盆，

小便器按 50 人設一個計算。 

 幼兒教育的衛生間：按每 10 名學生一個坐廁和洗手盆，適

量小便器或小便槽，可不分性別，間格設門或不設門，設

有沖身間，但倘條件許可時，男女衛生間宜分開。 

 小便器的前緣高度：小學教育宜為 36 至 45 厘米，中學教

育宜為 50 厘米，幼兒教育宜為 25 至 28 厘米。 

 洗手盆的高度：小學教育宜為 50 至 68 厘米，中學教育宜

為 67 至 87 厘米，幼兒教育宜為 50 厘米。 

 應設有獨立的衛生間以供教師使用，並應鄰近教師室；女

性按每 20 人、男性按每 40 人設一個坐廁和一個洗手盆，

小便器按男性 50 人設一個計算。 

 應設有可供傷殘人士使用的衛生間。 

8-飯堂 250  供膳食、社交及節慶集會。 

 應有自然通風和採光。 

 應能作完全幽暗的處理和具備音響設計；具備視聽文娛設

施。 

 高亮度的人工照明和加強通風系統；應有空氣調節系統。 

 容易清潔打掃的地面鋪設材料。 

 具備多個緊急出口容易到達室外安全地帶；門扇須由裏往

外推開。 

 飯堂和廚房的人流、氣味和運輸路線，均不得干擾教學用

房的正常使用。 

9-廚房 
9.1.廚房 
9.2.備餐間 

 
16 
8 

 衛生而快速地準備和供應數量大的餐飲。 

 獨立和強力的通風、抽氣及排煙系統。 

 當使用氣體燃料熱水器時，須裝有獨立的自動排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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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最小使用面

積 
（平方米） 

特徵 / 注意事項 

並直接排出室外。 

 和室外直接聯繫，並和教學、休憩及運動區域隔離。 

 設水盆和給排水；考慮能足夠處理符合用餐人數比例數目

的餐具；排污系統應遵守現行市政衛生條例。 

 可容雪櫃，電冰箱。 

 建議使用不銹鋼的物料和家具，以免滋生蟑螂和木材或其

衍生材料的腐爛。 

 供貯存石油氣等燃料的地方應為一獨立的間隔，和廚房鄰

近但要有足夠的隔離。遵守設立有關設施的現行安全條

例，以確保室內人員的安全。 

 透過門和櫃台和飯堂直接聯繫；或可另設備餐室，設水盆

和給排水。 

 應以具有不少於兩小時抗火時效的牆壁將廚房和校舍的其

他部分完全分隔。門應以具有不少於半小時抗火時效且具

有自動關門裝置。若廚房和飯堂之間設有開口，則其面積

不應少於 0.2 平方米。 

10-貯物室 
10.1.體育用品 
10.2.教具 
10.3.影音 
10.4.清潔用品 

 
10 
6 
8 
3 

 應配置適量的貯物室以供安放教學用具、體育器材、清潔

用品等。 

 應有良好的通風和排氣系統。 

 

第七部分 運動場地 

學校運動場地被視為學生學習的一部分，這些運動場所，對學生身心的健康

發展有莫大的幫助，所以學校的教育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述場所的存在和其

質量。作為供發展身體體能和素質的場所，應優先考慮設在戶外或具備自然採光

和通風的場地。可分為田徑場、球場、游泳池及遊戲場等。 
學校運動場地應和校舍連成一體。 
 

1. 室外活動場地 
具中學教育的學校設施須設有一獨立的室外標準籃球場地（24×13 米）。 
建築物和室外運動場地之間應留有適當的緩衝面積，可考慮設置綠化和闢作

休息區。 
 
因應澳門的特別情況，屋面平台也常會被考慮用作運動場地，但應注意安全。 
如結合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如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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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均需要有各自獨立的活動空間和設

施。 
 

2. 室內運動場 
室內運動場應包括體育活動場地、體育器材貯藏室、教師辦公室，以及男、

女更衣室等附屬用房。 
 
室內運動場的大小是以中學生籃球場（24×13 米）的設置為最低標準。 
室內運動場的類型應根據學校的規模和條件確定，並宜按下列表格的規定： 

項目 
類型 

面積 
（平方米） 

凈高 
（米） 

使用範圍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小型 360 不低於 6.0 容 1─2班 ─ 

中型（A） 650 不低於 7.0 ─ 容 1─2班 

中型（B） 760 不低於 8.0 ─ 容 2─3班 

大型 1,000 不低於 9.0 ─ 容 3─4班 
 
室內活動場地的設施和設備應根據學校的教學要求和條件設置。 
 
室內活動場窗台的高度不宜低於 2.1 米。門窗玻璃、燈具等，均應設置護網

或護罩。 
 
室內活動場不應採用剛性地面。固定設備的埋件不應高出地面。 
體育器材室宜靠近運動場，並應和體育教師的辦公室和體育教師更衣室相鄰

近佈置。 
 
體育器材室的門戶設置應易於搬運運動器械的出入。 

 
3. 天台操場 

3.1. 結構規定 
天台操場應符合以下的結構規定： 
a. 該天台須位於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建築物； 
b. 須最少有兩道適當的樓梯，由天台通往地面合適的露天地方，每道

樓梯最少闊 1.05 米，並在左右兩邊均設有連貫的扶手； 
c. 每道樓梯頂部須有梯台通往天台，每個梯台的闊度和樓梯的闊度相

同，而深度則最少為 1.5 米； 
d. 環繞操場的外牆須一直向上延伸，形成高度不少於 1.2 米的護牆圍

繞操場。該護牆之上須有連貫的鐵鍊或類似的金屬欄固定裝設在護

牆向內的垂直面或向上平面的最內邊緣。護牆連金屬欄的總高度不

得少於 2.5 米，而金屬欄須以緊急時可讓消防人員易於通往操場的

方式裝設。 
3.2. 容許置身於天台操場的學生人數 

同一時間置身於任何天台操場應以每 2 平方米表面積不超過一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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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教育設施指標 

 
1. 正規教育學校設施指標如下： 

正規教育 

指標 
幼兒教育 小學教育 初中教育 中學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 

每班學生數 25─35 人 25─35 人 25─35 人 25─35 人 ─ 

每名學生的建

築面積 
4 平方米 5 平方米 5.5 平方米 6.5 平方米 10 平方米 

每名學生的戶

外活動面積 
1 平方米 1.5 平方米 2 平方米 2.5 平方米 2 平方米 

場地數目和 

班數的比 

1：4 

﹙140 平方米/ 

場地﹚ 

1：8 

﹙270 平方米/

場地﹚ 

1：10 

﹙315 平方米/

場地﹚ 

1：10 

﹙315 平方米/

場地﹚ 

1：10 

﹙315 平方米/ 

場地﹚ 

容許課室設置

的合適高度 

不多於六層 

註：如校舍內設立多於一教育階段，由樓層低至高的先後佈置應為幼兒教育、

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 

* 包括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 

備註：(1) 新建校舍每名學生的建築面積中學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各為 13 平方米，小學

和幼兒教育各為 10 平方米，特殊教育為 20 平方米；每名學生的課室面積中

學教育為 2 平方米，小學和幼兒教育各為 2.1 平方米； 

(2) 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教育階段的學校，應以最高的教育階段的面積指標作計算。 

2. 回歸教育的空間要求和設施指標可參考正歸教育的空間要求和設施指標。 

 

第九部分 注意事項 

1. 須滿足現行的一系列相關法規，其中包括： 

6 月 9 日第 24/95/M 號法令《防火安全規章》、10 月 3 日第 9/83/M 號法律關
於《建築障礙的消除》的規則。 

2. 上述指引如和已公佈的法規相抵觸時，以法規為準。 

3. 上述指引只提供參考，本局有最終決定權。 

4. 如條件許可，應向本局申請發出因應某一地段而定出的基本要求書。 

5. 本指引可按當時發展的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教育暨青

年局或致電：教育設備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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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設備  
  

第一部分 編訂原則 

1. 本指引所規範事項，均以教育立場為出發點，去營造學校環境和充實教育設

備，以幫助中學、小學及幼兒教育達成教育目標； 

2. 本指引的訂定，期望能發揮配合澳門教育發展的功能； 

3. 本指引的編訂，除上述原則外，亦本著務實可行的原則； 

4. 本指引所列的各項設備可依實際需要設置； 

5. 本指引所涉及各空間設備的部分內容，如面積和照明亮度等，在本節第一條“學

校建築”已有訂定。在使用本指引時，可同時參閱該指引。 

 

第二部分 運用方法 

1. 學校一般性設備的充實，應考量經濟、實用及有效原則，以支援教學為主； 

2. 教學設備應配合環境變遷和教學實際需要，及時充實和調整； 

3. 學校各項設備應加強管理和維護，充分流通，靈活使用，避免重複購置； 

4. 教學設備的設置應充分照顧各類學生的不同特點，符合各類課程中各項科目

教學的不同要求； 

5. 學校應和社區密切配合，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部分設施宜儘量開放給

社區使用，學校亦應多利用社區資源，以擴大教育效果。 

 

第三部分 教學空間設備 

1. 普通教室 

1.1. 配置學生每人一套課桌椅（含桌和椅），可採用單人座或雙人座； 

1.2. 配備黑板或白板一塊，其規格和形式應視教室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1.3. 講台的配備應視教室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1.4. 配備壁報板，以作學生“學習園地”欄； 

1.5. 有必要在教室牆壁上設置固定展示欄，以便張貼教學用圖表、通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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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課表等； 

1.6. 為配合多媒體教學需要，宜設置校內有線電視、廣播及電腦網路資訊系

統的管線和設備； 

1.7. 設置清潔用具； 

1.8.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1.9.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 專科教室 

2.1. 化學實驗室 

a. 化學實驗室須和普通教室隔離； 

b. 化學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準備室、藥品貯藏室等附屬用房； 

a) 儀器室：用作放置各種化學實驗儀器。 

b) 準備室：主要用於實驗準備工作。 

c) 藥品貯藏室：用作貯藏各種化學藥品（如無法安排藥品貯藏室，

亦應在實驗室內配置藥品貯藏櫃）。 

c. 實驗室宜設置氣體燃料管道，但應根據本地區現行安全法規實施； 

d. 實驗室應設通風櫃，通風櫃內宜設給排水裝置，但電源插座、照明

及氣體燃料開關不得設在通風櫃內； 

e. 實驗室內最少要設置一個事故急救沖洗水嘴； 

f. 實驗室的家具應特別注意，至少應耐酸鹼並易於清洗； 

g. 實驗室的地面宜加設地面去水； 

h.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氣體燃料開關及洩污水台； 

i. 實驗室內應設置排氣風扇，以便及時排除室內污染的空氣； 

j. 室內應設有工作台一張，作為各種器械的維修和進行實驗準備工作

之用； 

k. 配備學生用實驗桌，實驗桌有 2 人、4 人、6 人及 8 人用數種，新

建的學校較多採用雙人實驗桌，它具操作方便，佈置靈活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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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闊度為 55 至 60 厘米，長度為 110 至 120 厘米，平均每學生佔實

驗桌面積約 3,025 至 3,600 平方厘米。實驗桌的規格和形式也應視

教學需要而定； 

l. 配備教師用實驗桌、講台及黑或白板，其規格和形式也應視實驗室

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m. 配置水盆或水池； 

n. 設置兩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應以具有不少於一小時抗火時效的牆

壁將實驗室和校舍的其他部分完全分隔。門應以具有不少於半小時

抗火時效且具有自動關門裝置； 

o. 應安排至少一名專業負責人員，倘若發生意外時作出緊急應變和通

知有關部門協助； 

p.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q. 其他化學儀器按教學需要配置； 

r. 設置有關化學實驗的掛圖； 

s. 應設有實驗室守則； 

t.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u.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2. 物理實驗室 

a. 物理實驗室須和普通教室隔離； 

b. 物理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準備室等附屬用房。儀器室：用作放置各

種物理實驗儀器。準備室：主要用於實驗準備工作； 

c. 做光學實驗用的實驗室宜設遮光設備和暗室； 

d. 做光學實驗用的實驗桌上宜設置局部照明； 

e. 室內應設有工作台一張，以便於進行儀器的維修和調試等； 

f. 配備學生用實驗桌，實驗桌有 2 人、4 人、6 人及 8 人用數種，新

建的學校較多採用雙人實驗桌，它具操作方便，佈置靈活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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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闊度為 55 至 60 厘米，長度為 110 至 120 厘米，平均每學生佔實

驗桌面積約 3,025 至 3,600 平方厘米。實驗桌的規格和形式也應視

教學需要而定； 

g. 配備教師用實驗桌、講台及黑或白板，其規格和形式也應視實驗室

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h.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 

i.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j. 設置兩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 

k. 其他物理實驗儀器應按教學需要配置； 

l. 設置有關物理實驗的掛圖； 

m. 應設有實驗室守則； 

n.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o.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3. 生物實驗室 

a. 生物實驗室須和普通教室隔離； 

b. 生物實驗室宜設儀器室、標本和模型室、準備室等附屬用房。儀器

室：用作放置各種生物實驗儀器。標本和模型室：用作陳列和放置

各種生物標本和模型。準備室：主要用於實驗準備工作； 

c. 配備學生用實驗桌，實驗桌有 2 人、4 人、6 人及 8 人用數種，新

建的學校較多採用雙人實驗桌，它具操作方便，佈置靈活的優點。

其闊度為 55 至 60 厘米，長度為 110 至 120 厘米，平均每學生佔實

驗桌面積約 3,025 至 3,600 平方厘米。實驗桌的規格和形式也應視

教學需要而定； 

d. 配備教師用實驗桌、講台及黑或白板，其規格和形式也應視實驗室

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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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室內應設有工作台一張，以便進行製作、整理、修復各種標本、模

型，以及繪製掛圖等； 

f. 配備解剖台一張，供教師預作實驗和解剖動物實驗等活動； 

g. 配備動植物標本櫃； 

h. 實驗桌須設電源插座、洩污水台； 

i.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j. 顯微鏡實驗桌上宜設置局部照明； 

k. 實驗室的地面應加設地面去水； 

l. 設置兩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 

m. 其他生物實驗儀器按教學需要配置； 

n. 設置有關生物實驗的各類掛圖； 

o. 應設有實驗室守則； 

p.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q.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4. 自然科學室 

a. 自然科學室須和普通教室隔離； 

b. 配備學生用桌椅，其規格和形式視室內空間和教學需要而定； 

c. 配備講台和黑或白板，其規格和形式也應視教學需要而定； 

d. 室內應設有工作台一張，以便進行製作、整理、修復各種標本、模

型，以及繪製掛圖等； 

e. 設水盆和給排水； 

f. 獨立於其他管道的污水排放系統（可排放酸性液體）； 

g. 分別具備直流電和交流電的插座； 

h.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路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i. 可沖洗和防酸蝕的鋪地材料； 

j. 設置兩米高的抗酸材料牆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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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天花預埋懸掛輔助設備的吊鉤； 

l. 其他器具按教學需要配置； 

m. 設置有關自然常識的掛圖； 

n.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o.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5. 資訊室（電腦室） 

a. 設置個人電腦，每人一機（含教師用一組），打印機的數量視需要

酌予設置並連線成網絡； 

b. 依需要設置教學廣播系統和相關周邊設備，並視教學需要建構成多

媒體教學資源中心； 

c. 配置電腦桌椅，以每部電腦配合一套桌椅為原則； 

d. 配備白板或揭示板至少一面； 

e. 獨立電路網和電箱； 

f. 教室應設置投影機和銀幕等； 

g. 應備有資訊參考書和配件貯存展示櫃； 

h. 宜配置除濕機和吸塵器，以延長設備使用年限； 

i. 地台可考慮使用架空地台的地板； 

j. 設置空調設備； 

k.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l. 宜設置門禁或保安系統。 

2.6. 語言室 

a. 語言教室的位置應選擇在教學樓中較安靜的教室和電波訊號干擾

較少的地方； 

b. 語言室應加強隔音裝置，以免干擾其他教學場所； 

c. 在語言室配置教師和學生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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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語言教室內應設置學生用的小隔音間。它的大致尺寸為寬 76 至 90

厘米，進深 90 厘米，高 137 厘米。小隔間應朝向教師，通過前面

上半部透明材料，學生可看到教師，以便進行直觀教學。它的後牆

和頂棚要進行吸聲處理； 

e.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f. 隔音間內應具備耳機、擴音器、錄音機，還應有調整音調和音量的

控制盤，上面還要有監聽插孔； 

g. 配備白板或揭示板至少一面； 

h. 其他器具按教學需要配置； 

i.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j.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7. 音樂室 

a. 音樂室地點應和其他教室隔離； 

b. 音樂室地面宜設 2 至 3 排階梯，亦可做成階梯教室，四壁稍厚並裝

置吸音板等隔音設備； 

c. 應配置一部鋼琴或電子琴，並按需要設置其他樂器； 

d. 應設置五線譜板和教師示教琴位置； 

e. 設置指揮台，以供上課或合唱合奏用； 

f. 設置合唱台，以供合唱和演唱用； 

g. 配備譜架、指揮棒、節拍機及音叉等； 

h. 配備播放音樂的音響設備，如 CD 機或收錄放音機，以及各類唱片

或錄音帶等，以供學生欣賞各種音樂； 

i. 應配備供音樂教學專用的視聽教具；； 

j. 配備樂器設備櫃； 

k. 按需要設置樂器貯藏室，安放儲存中西樂器，宜和音樂室相通； 

l. 配備講桌和學生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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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室內適當掛一些音樂家畫像； 

n.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o.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8. 美勞室 

a. 美勞室必須特別注重採光，以北向為宜； 

b. 家具要求能夠靈活佈置，方便教師擺放兩組或以上的題材，讓學生

自由選取合適的位置和角度； 

c. 配置講桌和學生桌椅； 

d. 配備畫板、畫架及按需要增添各種畫材實物，如石膏模型、石膏像

及靜物等； 

e. 配備各類畫筆、顏料及色盆等； 

f. 配置各種製作工具，如剪刀、鐵尺及美工尺等； 

g. 配置勞作台，以供手工勞作課之用； 

h. 其他器具按教學實際需要購置； 

i. 配備展示櫃一個，用作展示學生的一些作品； 

j. 設置專用幻燈機、透明片放影機、錄影機、電影機等視聽教具和輔

助教材； 

k.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l. 教具貯存室宜和美術室相通； 

m. 教室應設置洩污水盆； 

n. 設置一些藝術家的掛圖； 

o.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p.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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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舞蹈室 

a. 教室內在和採光窗相垂直的一面橫牆上，應設一面高度不少於 2.1

米（包括鋼座）的通長照身鏡。其餘三面內牆應設置高度不低於 90

厘米可升降的把桿，把桿距牆不少於 40 厘米； 

b. 配備播放音樂的音響設備，如 CD 機或收錄放音機和練舞所需的唱

片或錄音帶，以供學生配合適當的音樂習舞或排練； 

c. 室內宜設吸頂燈，並應設電源插座和窗簾等； 

d. 宜鋪設架空木地板； 

e. 舞蹈教室宜設器材貯藏室、更衣室、浴室及廁所等附屬用房； 

f.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g.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10. 史地教室 

a. 史地教室宜設陳列室、貯藏室等附屬用房，也可在教室內設置供存

放儀器、掛圖、展品及岩石標本等的位置； 

b. 室內使用的課桌椅，宜採用物理實驗桌，因有利於學生在平桌上觀

察各種模型、標本及進行地理實習之用； 

c. 配置標本櫃和陳列櫃； 

d. 史地教室講桌應設電源插座； 

e. 教室應設置螢幕、錄放影機及透明片放映機等； 

f. 配備地球儀模型； 

g. 設置簡易天象儀的地理教室，其課桌宜安裝局部照明；； 

h.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11. 家政室 

a. 應按實際需要，購置各項目的用品設備和教具； 

b. 配備所需的各種製作工具； 

c. 設置工作台（數量和尺寸視空間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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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e.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2.12. 設計室 

a. 應按實際需要，購置各項目的教具、工具、儀器、材料及設計書籍

等； 

b. 設置設計工作台（數量和尺寸視空間而定）； 

c.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d.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2.13. 木工室 

a. 設置木工工作台（數量和尺寸視空間而定）； 

b. 配備所需的木工工具； 

c. 配備安全指引說明書； 

d.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2.14. 電工室 

a. 設置電工工作台（數量和尺寸視空間而定）； 

b. 配備所需的電工工具； 

c. 配備安全指引說明書； 

d.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2.15. 機械修理室 

a. 設置機械工作台（數量和尺寸視空間而定）； 

b. 配備所需的修理工具； 

c. 配備安全指引說明書； 

d. 其他有關要求和普通教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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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多功能室 

a. 空間面積和內部設備視使用目的、使用對象、活動類別及人數的不

同而彈性規劃； 

b. 得設置移動式隔板和桌椅，以方便隨使用目的、使用對象、活動類

別及人數的不同而彈性和靈活調整擺設； 

c. 宜附設儲藏室； 

d.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e. 宜配置適當的音響設備和擴音器等器具； 

f. 其他多功能設備按教學需要配置； 

g. 應設置於方便到達和不干擾其他班級教學進行的地點； 

h.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i.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17. 幼兒教育午睡室 

a. 午睡室地點宜和其他教室隔離，保持安靜的環境； 

b. 良好的通風和採光； 

c. 設置睡床； 

d.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e. 室內鮮風交換量（抽氣量）宜為每人每小時 17 立方米。 

2.18. 特殊教育教室 

a. 空間面積視教育對象、教育類別及人數的不同而彈性規劃； 

b. 應和整體校園的無障礙設施結合，以方便身心障礙者使用； 

c. 可依需要設置黑板（或白板）和揭示板； 

d. 室內得依教育對象和類別的不同，設置各種櫥櫃； 

e. 配備桌椅，其數量和樣式應依照特殊教育需要設計； 

f.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g. 其餘設置應依特殊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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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行政空間設備 

1. 校長室 

1.1. 應設會客空間、洗手間和茶水間； 

1.2. 依需要設置辦公桌椅、接待來賓用桌椅、文書櫃、置物櫃、電話、傳

真、影印、行事曆白板及飲水設備等； 

1.3.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2. 教務室/行政輔助室 

2.1. 室內面積：各為一間普通教室大小為原則，並得視實際需要而增減； 

2.2. 室內設備：依需要設置辦公桌椅、行政用電腦及周邊設備（含桌椅）、

業務資料櫃、書櫃、電話、傳真、影印、行事曆白板及飲水設備等； 

2.3. 附設檔案室，須具備較高的防衛條件，防範爆竊； 

2.4.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3. 教師辦公室/休息室 

3.1. 教師辦公室的平面佈置，宜有利於備課和教學活動； 

3.2. 依需要設置辦公桌椅、行政用電腦和周邊設備（含桌椅）、佈告板、業

務資料櫃、書櫃、電話、傳真、影印、行事曆白板及飲水設備等； 

3.3. 教師辦公室和休息室宜設有吧台、洗手盆、掛衣鉤及電源插座等； 

3.4. 應設靠近供教師使用的洗手間； 

3.5.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4. 社工室/輔導室 

4.1. 要避免其他教室的干擾，佈置宜講求雅靜； 

4.2. 輔導員辦公桌椅，個別談話用桌椅； 

4.3. 資料櫥櫃和書櫃等； 

4.4.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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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議室 

5.1. 配置會議桌椅、廣播系統及電化器材； 

5.2. 投影機和伸縮銀幕； 

5.3.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6. 校史室 

6.1. 供佈置或陳列學校歷史文物、獎品等； 

6.2. 配置活動櫥櫃、壁櫥及會議桌椅等； 

6.3.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7. 資源中心 

7.1. 資源中心為圖書館功能的擴大，透過現代的科技，提供音像方面的資

訊，如錄音磁帶、錄像帶、電腦磁碟及光碟等媒體； 

7.2. 為配合電腦科技的運用，宜設電腦和網絡資訊系統的管線和設備； 

7.3.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8. 警衛值勤室/傳達室 

8.1. 每名值勤人員應具備約 2 平方米的活動空間，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8.2. 配置辦公桌椅、消防安全警報系統、警衛器材、電話系統及監視系統

數位訊號處理總機等； 

8.3. 宜附設洗手間。 

 

第五部分 公共服務空間設備 

1. 圖書館（閱覽室） 

1.1. 圖書館（閱覽室）宜設於學校中心區域，房舍高敞，光線充足，環境

安靜。 

1.2. 圖書館宜分設教師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書庫及管理職員辦公室（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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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處）。 

1.3. 書架：考量不同年級學生取閱高度，設置單面或雙面開放式書架。 

1.4. 藏書量 

a. 圖書：中學教育不少於 6,500 本，小學和幼兒教育各不少於 4,000

本（或建議中學教育 15 至 20 冊/學生，小學教育 10 至 15 冊/學生，

幼兒教育 5 至 10 冊/學生）； 

b. 期刊：中學教育不少於 20 種，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各不少於 10 種； 

c. 多媒體資料：中學教育不少於 100 套，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各不少

於 100 套； 

d. 參考工具書：中學教育不少於 200 本，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各不少

於 100 本。 

1.5. 閱覽桌椅：桌椅設計應符合人體工學，並適合不同年齡學生體型，其

擺設以動線流暢為原則。 

1.6. 出納台：配置圖書電腦管理系統和借還圖書作業所需的台面，應靠近

入口處，以控制出入的讀者。 

1.7. 雜誌架：全架可分多層，供陳列不同類別的雜誌。 

1.8. 報架：提供多種報紙陳列。 

1.9. 展示架：提供新書介紹和展示。 

1.10. 揭示板（或公佈欄）：提供資訊傳達、海報張貼之用。 

1.11. 辦公桌椅：應足夠圖書館（閱覽室）工作人員使用。 

1.12. 其他設備：運書車、影印機及吸塵器等。 

1.13. 電腦：中學教育配置 6 部，小學和幼兒教育配置 3 部。 

1.14. 電化、資訊及視聽器材：配置擴音設備、資訊設備及多媒體播放設備

等。 

1.15. 圖書資料：圖書、雜誌、報紙及有聲圖書等，數量應逐年補充。所購

圖書除應適合中小學生閱讀外，另應購置教學參考圖書供教師自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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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教學參考之用。 

1.16. 書庫設計應採取通風、防火、防潮、防蟲鼠及遮陽等措施。 

1.17. 配置空調設備（須裝置良好除塵效果的濾網）。 

2. 飯堂（餐廳） 

2.1. 供膳食、社交及節慶集會； 

2.2. 依學校實際需要設置，亦得運用其他空間採多用途方式處理。其內部

空間面積視同時用餐教職員和學生人數計算； 

2.3. 配合用餐人數購置餐桌、座椅、膳食器具、公告欄、清潔器具及其他

設備； 

2.4. 鋪設容易清潔護理的地面材料； 

2.5. 應配置飲水和洗手設備； 

2.6. 需能作完全幽暗的處理和具備音響設計；具備視聽文娛設施； 

2.7. 裝設空調或電風扇。 

3. 廚房 

3.1. 面積應和飯堂成一定比例（一般為三分之一）； 

3.2. 牆身、門及窗所用的材料應符合消防條例的規定； 

3.3. 牆壁應全部貼瓷磚，以便於髒亂和油膩時作清潔處理； 

3.4. 地板應鋪上不可替換的、防滑的、耐用的、易潔且堅硬的材料； 

3.5. 裝置煙囪或抽油煙機； 

3.6. 設水盆和給排水，如可能應設有獨立的污水渠和隔油沙井； 

3.7. 配備烹調器具、供餐器具、雪櫃、廚櫃及儲藏櫃等； 

3.8. 其他各式廚具按需要購置； 

3.9. 建議使用不銹鋼的物料和家具，以免滋生蟑螂，木材或其衍生材料的

腐爛； 

3.10. 供貯存石油氣等燃料的地方需要一獨立的間隔，和廚房鄰近但要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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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隔離，以杜絕石油氣洩漏所產生的險情； 

3.11. 可設置氣體燃料管道，但應根據本地區現行安全法規實施； 

3.12. 應以具有不少於兩小時抗火時效的牆壁將廚房和校舍的其他部分完全

分隔。門應以具有不少於半小時抗火時效且具有自動關門裝置。若廚

房和飯堂之間設有開口，則其面積不應少於 0.2 平方米； 

3.13. 油渣和火水等儲存量倘若超過 20 公升或石油氣使用量超過兩瓶 11 公

斤容量時，應向有權限部門作出批准申請； 

3.14. 應設立廚房使用守則； 

3.15. 須有良好的通風設備和條件。 

4. 衛生間 

4.1. 教職員和學生的男女衛生間應分開設置； 

4.2. 中小學男女衛生間應分開設置；幼兒教育衛生間可不分性別，間隔不

設門，設有沖身間； 

4.3. 衛生間需要有良好的通風設施。地面應設地面去水，地面材料須防滑、

美觀及耐用。在入口處宜設前室或設遮擋措施； 

4.4. 男女衛生間須配置洗手盆、鏡子、衛生紙架、掛鉤及清潔桶等； 

4.5. 馬桶可採用座式或蹲式； 

4.6. 採沖水式便器、自動或壓扣式小便器； 

4.7. 應設有可供傷殘人士使用的衛生間，同時應考慮按照該等衛生間特別

規章的規定而設置； 

4.8. 中學教育和小學教育衛生間：女生按每 20 人、男生按每 40 人設一個

坐廁和一個洗手盆，男生小便器按 50 人設一個計算； 

4.9. 幼兒教育衛生間：按每 10 名學生設一個坐廁和洗手盆，適量小便器或

小便槽； 

4.10. 公共衛生間應設有適當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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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工作室 

5.1. 設洗手盆和電源插座，最好具獨立衛生間； 

5.2. 配置護理床一張； 

5.3. 設有安全箱一個，安全箱內應配備：三角繃帶、彈性繃帶、安全別針、

中號敷料包、小號敷料包、易貼膠布、闊膠布、探熱針、消毒藥膏、

消毒藥水、松節油、藥棉、小剪刀、便用鉗、手套及冰袋等。 

6. 貯物室 

6.1. 應配置適量的貯物室以供安放教學用具、體育器材、清潔用品等； 

6.2. 貯物室空間大小應視儲藏物品性質和數量而定，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6.3. 得依建築技術規則作好防火措施。 

7. 停車空間 

7.1. 如空間許可，校園內可因需要建地面式停車場或地下停車場；地面式

停車場的設置應考量其透水性，並以不致造成過多綠化植栽區的縮減

為原則； 

7.2. 地面式停車場應具備良好去水系統； 

7.3. 校園內交通應人車分道，車輛出入口處的視野宜開闊，以策安全。 

 

第六部分 戶外空間設備 

1. 田徑場 

1.1. 以 400 米跑道的田徑場為理想標準，至少須有 200 米以上跑道，如受

地形上的限制，以設置一條直線跑道為優先； 

1.2. 跑道直道以南北向為主，以避免逆光跑步； 

1.3. 跳部場地應包括跳遠沙坑，含起跳板； 

1.4. 擲部場地，如鉛球、鐵餅等，應視教學需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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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田徑場地應有良好排水澆水系統。 

2. 室外活動場地 

2.1. 建築物和室外活動場地之間應留有適當的緩衝面積，可考慮設置綠化

和闢作休息區； 

2.2. 因應澳門的特別情況，屋面平台也常會被考慮用作運動場地，但應注

意安全； 

2.3. 如結合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如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等），均需要有各自獨立的

活動空間和設施。 

3. 球場 

3.1. 球場的設置應以學生的需求和興趣為取向； 

3.2. 可將籃球、排球及羽毛球等球場規劃為綜合球場，以發揮球場多功能

用途； 

3.3. 球場座落方向應南北縱向，避免日光直射球賽的一方； 

3.4. 籃球、排球及羽毛球等球場參考面積： 

場地 長×寬（米） 
淨面積 

（平方米） 
備註 

籃球 28 × 15 420 標準籃球場 

排球 18 × 9 162 六人制排球場 

羽毛球 13.4 × 6.1 81.7 － 

4. 游泳池 

4.1. 游泳池的使用以教學為主，競賽為輔，並依使用者游泳能力、性別及

年級等因素妥為設計； 

4.2. 游泳池在設計上應注意將乾濕區予以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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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游泳池的水深以下列標準為原則：小學教育最淺處為 0.8 米，最深處為

1.2 米。中學教育最淺處為 0.9 米，最深處為 1.4 米； 

4.4. 以 25 米、5 水道的規格設計為原則，若條件允許，可設置 50 米、8 水

道的游泳池； 

4.5. 附屬設施包括管理室、更衣室、置物室、洗手間、水質過濾及消毒機

電設備等。 

5. 天台操場 

5.1. 天台操場須符合以下的結構規定： 

a. 該天台須位於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建築物； 

b. 須最少有兩道適當的樓梯，由天台通往地面合適的露天地方，每道

樓梯最少闊 1.05 米，並在左右兩邊均設有連貫的扶手； 

c. 每道樓梯頂部須有梯台通往天台，每個梯台的闊度和樓梯的闊度相

同，而深度則最少為 1.5 米； 

d. 環繞操場的外牆須一直向上延伸，形成高度不少於 1.2 米的護牆圍

繞操場。該護牆之上須有連貫的鐵鍊或類似的金屬欄固定裝設在護

牆向內的垂直面或向上平面的最內邊緣。護牆連金屬欄的總高度不

得少於 2.5 米，而金屬欄須以緊急時可讓消防人員易於通往操場的

方式裝設。 

5.2. 以每 2 平方米表面積不超過一人為限。 

6. 休閒活動區 

6.1. 學校於校園整體規劃時，應考量設置休閒活動區，如水池、綠化區、

涼亭及雕塑作品等，以作為學校實施綜合活動、童軍活動、社團活動

及社區活動的場所； 

6.2. 休閒區的規劃，可配合學校現有綠地、步行徑及庭園空間等，區內應

種植樹木花草，廣被綠地，以收怡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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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為利於休閒區設備的維護和達成應有的教育功能，區內應有供水、電

力及消防設施； 

6.4. 應配置飲水和洗手設備； 

6.5. 地面宜鋪設防滑材料。 

7. 遊戲器材區 

7.1. 遊戲器材的設置，首應考量其安全性，凡是器材的設計、材質、空間

及位置等，應有安全防護設施，以對學生的活動作必要的保護； 

7.2. 遊戲器材的選擇，須配合學生生理年齡、心理需求、性別及身高等因

素； 

7.3. 遊戲器材可集中或分區設置，惟離使用者教室不宜太遠，以免降低使

用率； 

7.4. 中高年級使用的遊戲器材，可結合體能訓練，建構成為體育循環教學

區； 

7.5. 每種遊戲器材，應標示正確使用方法，並訂定使用規則； 

7.6. 器材和場地不適用時，即應予封閉，張貼警告標示，並儘快修復或拆

除； 

7.7. 各種器材、設備、活動場地，應採定期和不定期檢查，作成紀錄，以

利檢討和改善； 

7.8. 遊戲場器材設備包括： 

a. 動態設備，如鞦韆、浪木、搖馬、蹺蹺板及木馬旋轉台等； 

b. 靜態設備，如滑梯、攀爬架、平行梯、單槓、雙槓及平衡木等。 

8. 生態教學園區 

8.1. 學校可利用空地和原有的植栽場、花圃及林地，栽植配合教學需要的

花草樹木。亦可依需要設置相關教學設施，如水生植物園、水族館、

小池塘及氣象觀測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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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為配合教學需要而於教學園區內飼養家畜、家禽、飛鳥及魚類等小動

物，應考量其習性，設置其生長且安全的環境，並注意環境的清潔。 

9. 家長接送區： 

學校應依實際需要，規劃上下學時家長接送子女的區域。 

家長接送區的動線宜流暢，並注意確保交通安全。 

 

第七部分 附屬設備 

1. 供電設備 

1.1. 配合教學設備和一般設備留設足夠插座； 

1.2. 固定設備依其功率需求設置專用插座； 

1.3. 應有足夠的供電保護裝置以確保用電安全； 

1.4. 宜有電源集中控制的設計； 

1.5. 應設有獨立的電箱房； 

1.6. 禁止在緊急逃生樓梯內和防煙廊內設置電線等管道。 

2. 空調設備 

2.1. 冷氣機的匹數：一般每百平方呎的面積配置一匹的冷氣機。 

2.2. 室內溫度指標：對主要的教學區域提供人工的恆溫設備，目的是為了

營造一個較合適的教學和學習環境。對室內溫濕度的控制，可參考下

列標準： 

溫度 - 攝氏 22 度至攝氏 26 度 

相對濕度 - 60%至 75% 

3. 電訊設備 

配合媒體教學需要，建立和整合校內有線電視、電腦網路及校內即時視聽訊

息傳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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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設備 

4.1. 校舍建築應依建築和消防法規設計； 

4.2. 應設置合適的消防警報系統和逃生設施； 

4.3. 消防給水管道最好安裝於管道間內，避免嵌入結構體內而破壞結構支

撐系統； 

4.4. 管道間的設置必須注意避免引發層間延燒，應具備適當延燒阻隔功能。 

4.5. 防煙門不應上鎖，疏散通道應保持暢通無阻； 

4.6. 在各樓層的明顯處放置滅火器，通常安放在容易引致火警發生的附近

和其他容易找到的合適空間，一般情況下，由任何一點到最近滅火器

所經過的長度不應超過 15 米，且數量要足夠，並定期檢查和更換藥劑； 

4.7. 應在樓宇的設施和公用空間內設置適當的安全標誌和指示； 

4.8. 警報系統、滅火設備及消防系統應依照有關規定設置，並且定時作維

修保養，以免發生火警時不能正常運作； 

4.9. 設置應急照明，並在失去正常照明時自動運作，建議定期檢查（每月

至少檢查一次是否可正常運作）； 

4.10. 切勿胡亂加建或更改建築物的間格和隨便更改消防設備。 

5. 給排水設備 

5.1. 給水系統設備應確保足夠的給水量和水壓。排水系統應考量校內整體

排水的順暢，妥為規劃設計。設置能提供充足且合於衛生標準的安全

飲用水系統； 

5.2. 蓄水槽須有足夠的耐震強度； 

5.3. 建築物內給水管道最好安裝於管道間內，採明管設計，避免嵌入結構

體內而破壞結構支撐系統。 

6. 安全監控系統 

6.1. 為維護師生、員工的人身安全以及學校財物安全，學校應依本身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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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際需要，於適當場所裝置安全監控設備，配合人員巡邏，有效確

保校園安全； 

6.2. 學校安全監控設備得依學校情況和實際需要，選擇下列方式的一種或

數種裝置： 

a. 中央監視系統； 

b. 警報警鈴求救系統； 

c. 防盜防闖系統； 

d. 安全系統。 

7. 無障礙設施和設備 

7.1.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和建築相關法規設置無障礙設施和設備，

建構校園成為無障礙空間； 

7.2. 學校建築和其附屬設備的設計和配置尚須兼顧輕微性肢體殘障、視覺

或聽覺障礙的學生的使用和安全； 

7.3. 學校的範圍應該避免起級或出現高差，室內外避免有不同的標高，否

則亦要做有斜坡，斜坡斜度為 1:12，寬度 1.2 米。以提供一個無障礙的

通道； 

7.4. 門要足夠寬，可讓輪椅使用者通過，不應設有門檻，否則應做成扁圓

拱狀； 

7.5. 門把和鎖的高度介於 80 至 100 厘米； 

7.6. 兩層或以上的學校要安裝可供坐輪椅者使用的升降機； 

7.7. 在台階和起拱的地方應該使用鮮明對比的顏色； 

7.8. 設有專門供坐輪椅者使用的衛生設備； 

7.9. 其他方便傷殘人士的設備（如出入口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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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設施設備的管理及保養 

本部分目的是協助學校進行檢視、改善、發展學校環境和各項設備，鼓勵學

校進行改善和維護工作，以持續維持優質的學校環境。 

1. 目的： 

1.1. 制定學校設施設備的管理規劃方法； 

1.2. 學校設施設備的管理與現場勘查方法，包括：樓宇建築構件、機電設

備系統、消防報警與滅火系統、供水、排水系統、保安系統、廣播與

視聽系統及其他學校設施設備的保養、管理與勘查。 

2. 管理規劃和實施流程： 

2.1. 編制資產鑑定和綜合設施設備清單： 

校方需要編制所有設施設備清單以鑑定所有資產和系統的數量與更換

價值，同時也需要保管好各重要設施設備的操作和維修保養手冊（如空

調系統等）。 

2.2. 設定設施維修保養及維護範圍： 

a. 設定設施維保需要和維保頻率 （如各種機電設備：空調、電器、

消防等）； 

b. 設定設施設備檢查及測試類型； 

c. 設定設施設備（建築及系統）缺陷評估方法。 

2.3. 制定設施設備維護方案： 

維護管理基本上可分為四類：週期性維護、預防性維護、修正性維護、

以及事後維護。 

a. 週期性維護：週期性進行全面評估及更換損壞和破損的部件； 

b. 預防性維護：對受影響設備正常運作的故障採取預防性、防患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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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正性維護：對設備和部件進行修復，包括更換零件、改進設計等，

解除設備缺陷或重複性故障，使設備恢復和獲得改善，從而提高設

備未來的可靠性和可維護性； 

d. 事後維護：在設備操作出現故障、發生損壞或事故以後進行修理。 

制定設施設備維護方案，就是希望學校透過週期性維護或預防性维護發

現問題，並進行維護以保證學校環境安全、運作良好。 

2.4. 制定設施設備維修程序： 

校方應根據以上所述的設施設備維保範圍和方案，制定一套標準作業程

序指引手冊，以確保維保過程的一致性並達到所規定的標準。這套標準

作業程序指引手冊，可提供內部設施維修人員和外判服務承包商參考，

並讓他們了解校方的服務要求及標準。 

2.5. 設施設備維修規劃與操作 

a. 維修備件與備件庫存管理（硬件）：這部分主要是專注於硬件方面，

如更換有缺陷的系統部件及備件庫存管理。學校將須要確定所須採

購的備件以及備件存儲量，以滿足日常使用的需求及保証學校運作

不受影響。學校可客觀地根據以往年度的維修紀錄，以及原裝設備

製造商的操作和維修保養手冊資料作為參考。規劃時請注意，存儲

多餘的備件也將會佔用更多空間，導致空間利用不佳的情況發生。

如保養項目是由外判單位管理，則需要求承攬商保証有足夠的備件

庫存量； 

b. 設施設備維保管理服務（軟件）： 

第一部分為校內維保管理 – 學校可按需要核定所須人力和設備來

進行校內維保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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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外判維保服務 – 學校也可考慮僱用合格的承攬商，提供

和進行不同服務管理。服務規範和方法，可以校方與承包商的服務

水平協議書及承攬商的標準運作程序書作為基礎。 

2.6. 設施設備維保管理服務的考慮： 

a. 成本考慮； 

b. 勞動資源（市場上是否有足夠適當人員供應）；  

c. 校內校外從事維保人員的專業水平； 

d. 專業服務的支援； 

e. 服務水平、質量控制與管理。 

3. 學校設施設備現場勘查方法及標準 

考慮現時各學校校舍維護管理工作多由各校之總務單位承辦，負責設施維修

管理的人員通常都不具土木、建築或設備維修專業背景，以下各列表以非工

程專業人士及承辦人員角度制定，以協助學校內部設施維護管理人員對各項

設施進行恆常性檢查並記錄，若發現問題，應按輕重緩急進行有規劃的維修

工作。 

3.1 樓宇建築結構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建築結構

(混礙土結

構、鋼結

構、木結

構) 

每半年檢查（目

測） 一次。(必須

每五年一次進行

專業檢查) 

1. 建築結構無裂痕，無脫落，無

銹跡，無白蟻侵蝕現象 

2. 樓板、橫梁、柱子無混凝土剝

落或鋼筋外露、鏽蝕現象 

3. 天花板無龜裂，剝落現象，無

漏水現象，無浮突，變形現象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屋頂 每半年檢查（目 1. 無違章附加物 學校負責設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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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一次。屋頂

除一般性之定期

檢查外，更須注

意雨季與颱風前

後的重點檢查 

2. 屋頂防水層無浮凸、發泡、破

裂、剝離現象 

3. 屋頂構件牢固，無鬆脫 

4. 屋頂排水溝應保持清潔，無落

葉、髒物聚集阻塞等阻礙排水

現象(應每周檢查) 

修人員 

3 外牆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飾面無脫落，無裂痕，無滲水 

2. 無違章附加物，邊角綫齊整 

3. 整潔，無污跡，無銹跡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4 學校內部

牆身，地

台(包括通

道、走

廊、門

廳、樓梯

間等)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學校內部牆身，地台飾面無浮

凸、破裂、剝離現象 

2. 牆體、地面、窗戶、頂棚結構

完整，無缺損，無裂痕 

3. 整潔、清爽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5 門、窗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門、窗開關正常運作，無損壞 

2. 窗戶結構無損壞、故障、鬆脫 

3. 門、窗玻璃無損壞、鬆脫 

4. 窗戶保持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6 金屬構件

(冷氣機

架，鐵

梯、樓梯

扶手、欄

杆等) 

每半年檢查（目

測）一次。 

1. 確保金屬構件無裂痕，鬆脫，

無銹跡現象 

2. 金属構件防腐或防火塗層無

磨損現象 

3. 必須安裝穩固、保持良好運作

條件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019/2020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七節 校園建築、設備及安全 

 

 592 

3.2 機電設備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空調系統 每月檢查一次。 1. 冷氣機正常運作 

2. 隔塵網最好每兩星期清洗一次 

3. 冷卻塔正常運作 

4. 冷卻水塔與相關管路配件無漏

水現象 

5. 空氣處理機組過濾器保持清潔

及正常運作 

6. 風機盤管正常運作 

7. 制冷劑的供應量足夠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照明系統 每月檢查（目測）

一次。 

1. 燈具正常運作 

2. 開關制箱整體完好 

3. 電線及喉管無破損、老化現象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 發電機組 每月檢查一次。  1. 電器連接正確搭接 

2. 發電機組正常運作 

3. 電壓調節器正常運作 

4. 熔斷指示燈泡正常運作 

5. 斷路器正常運作 

6. 電線無破損、老化 

合資格的電機工

程師或具備相關

技能的學校設施

維修人員 

4 防雷系統 每年檢查一次。 1. 接地電極應有效散熱閃電放電 

2. 導管正確搭接端子 

3. 空氣終端正常運作，無破損、

老化 

合資格的電機工

程師或具備相關

技能的學校設施

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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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備用緊急

發電機 

每月檢查一次。 1. 電池系統正常運作，無腐蝕 

2. 熔斷指示燈炮正常運作 

3. 斷路器正常運作 

4. 線無破損、老化 

合資格的電機工

程師或具備相關

技能的學校設施

維修人員 

6 電器配件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電器配件無損壞現象 

2. 電器配件正常運作 

3. 電線及喉管無破損、老化現象 

合資格的電機工

程師或具備相關

技能的學校設施

維修人員 

3.3-消防設施設備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消防控制

台 

每月檢查一次。 1. 各類指示燈（包括電源、信號）

正常運作 

2. 各類開關處於開啓或自動狀態 

3. 控制台内部清潔，無塵 

4. 電源電壓正常運作 

5. 警報功能正常運作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煙/熱感探

頭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烟感探頭紅色指示燈亮 

2. 温感探頭 

3. 區域報警器上相應位置的報警

指示燈亮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 防火門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防火門門體完好無損、無變形 

2. 防火門彈簧鉸鍵完好，彈性適

度 

3. 消防通道通暢、防火門開關自

如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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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煙系统 每月檢查一次。 1. 排煙風機表面無塵 

2. 控制櫃電源指示燈正常運作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5 消防緊急

廣播系统 

每月檢查一次。 1. 主機各電源信號、控制信號正

常運作 

2. 音量調節鍵至合適音量 

3. 各層揚聲器接線牢固 

4. 各部件完好，無破損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6 滅火器材

(手提式滅

火器，消防

喉，滅火桶

等) 

每月檢查一次。 1. 各類滅火器材完好，無破損現

象 

2. 手提式滅火器壓力正常，無破

損，無滲漏現象 

3. 滅火器粉劑在工作有效期內 

4. 各類滅火器材安放在合適地點

(應保持任何一點至減火筒距

離，都不超過 15 米)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7 噴淋系统

(包括：消

防龍頭、消

防喉轆等)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管道無滲漏現象 

2. 水泵轉軸轉動靈活 

3. 噴淋頭無表面油灰及灰塵 

4. 消防龍頭、喉轆無破損無滲漏

現象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除上表所列項目外，學校亦應訂定一套緊急事故應變計劃，並定期演習及作出檢討。 

3.4-供水、排水系統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管道系統 

 

每年檢查（目測）

一次。 

1. 管道無漏水現象 

2. 泵和閥門正常運作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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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箱正常運作  

2 供水、排水

系統 

每年檢查一次。 1. 沙井/檢查井無阻塞現象 

2. 沙井/檢查井蓋密封良好，無滲

漏水或氣體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5-保安系統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保安設備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保安設備正常運作 

2. 影像及變焦正常運作 

3. 保安設備連接正確搭接 

4. 接綫與電纜綫無磨損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VCR 及各

種錄影機 

每 18 月檢查一

次。 

1. 正常運作 

2. 可儲存至少一個月的錄像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 門匙卡、門

禁及智能

卡讀卡系

統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門禁系統正常運作 

2. 門匙卡系統正常運作 

3. 門匙卡、門禁及智能卡讀卡系

統能正常記錄資料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6-廣播與音聲/聲像系統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揚聲器 每半年檢查一

次。 

1. 揚聲器正常運作 

2. 導綫無破損、老化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話筒 每半年檢查一

次。 

1. 話筒正常運作 

2. 話筒導綫無破損、老化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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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音器 每半年檢查一

次。 

1. 擴音器正常運作 

2. 擴音器導綫無破損、老化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7-學校空間設施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1 教室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教室家具如桌椅、黑/白板、投

影器材正常運作，無損壞 

2. 教室講台正常運作，無損壞 

3. 教室通風良好 

4. 整潔，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 實驗室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實驗室家具如桌椅、黑/白板都

正常運作，無損壞 

2. 實驗器材、教具、投影器材正

常運作，無損壞 

3. 實驗室供水、排水設施正常運

作 

4. 實驗室通風良好 

5. 整潔，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3 運動室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運動設施、健身設施、遊戲器

材正常運作，無損壞 

2. 運動室通風良好 

3. 整潔，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4 健康工作

室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健康工作室家具如桌椅、病床都

正常運作，無損壞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2019/2020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七節 校園建築、設備及安全 

 

 597 

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2. 急救用品足夠，定期補充 

3. 健康工作室通風良好 

4. 整潔，乾淨 

5 電腦室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電腦室家具如桌椅、燈具、電

腦、投影器材正常運作，無損

壞 

2. 無超載的電源插座 

3. 電線無破損、老化 

4. 整潔，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6 圖書館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圖書館家具如桌椅、書架、電

腦都正常運作，無損壞 

2. 圖書館照明、通風良好 

3. 整潔，乾淨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7 飯堂/廚房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飯堂家具如桌椅無損壞 

2. 冷凍藏設備正常運作，無損壞 

3. 定期消毒廚房設備 

4. 廚房設備應保持清潔，衛生 

3. 廚房供水、排水管道系統正常

運作，沙井/檢查井無阻塞現象 

5. 沙井/檢查井蓋密封良好，無滲

漏水或氣體 

6. 氣體燃料管道與器材無泄漏 

7. 飯堂、廚房通風良好、整潔，

衛生，乾淨，無異味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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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項目 檢查頻率 檢查標準 執行人員 

8 衛生間 每 半 年 檢 查 一

次。 

1. 衛生間設備如坐廁、小便器/

槽、洗手盆、水龍頭，蓮蓬頭，

垃圾箱等正常運作，無損壞，

開裂，無漏水現象 

2. 衛生間飾面如地板、牆壁應保

持清潔，衛生，無損壞，開裂 

3. 供水、排水管道系統無滲漏，

無損壞 

4. 通風良好、整潔，衛生，無異

味 

5. 照明充足 

學校負責設施維

修人員 

 

第九部分 設備維保預算和更換 

1. 目的： 

1.1. 制定設施設備維保預算； 

1.2. 制定週期性維保規劃以便更新已達到使用年限的設備。 

2. 設施設備維保預算及規劃 

2.1. 設施設備更換與維保規劃 (硬件) 

a. 設施設備更換與維保規劃硬件部份，涵蓋在學校所使用的所有設備

和系統。學校可將所有的重要設施設備綜合成一個詳細的資產設備

清單，清單則包括每個系統的所重要組成部分和部件，如通風空調

系統内的冷凍機、冷卻塔、風機盤管、各種水泵、閥門、各種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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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冷氣機及控制盤等；消防系統内的自動報警系統，包括煙霧/

溫感探測器、控制盤等；各種滅火系統: 如消防龍頭、消防喉轆和

各種滅火筒等。其他還包括給排水系統、閉路電視系統、門禁系統

及電器系統（包括燈具、感應器、各種電器控制盤及電器機房等）。

當然各種教學儀器與系統也應包括在內； 

b. 設備清單可包括設備的型號、設備位置、數量以及設備的規格，如

推薦的維護頻率和預期可使用年限。依照可預期使用年限，各學校

將能夠更好地估計更換成本以便納入維保預算計劃； 

c. 一般採購設備時，往往只注重價格的高低，質量的好壞，而忽略了

設備的生命週期。很多情況是採購時成本可能稍低，但設備的生命

週期可能較短，或一些重要部件在操作不久便須更換而更換成本卻

很高，在整個生命成本比較下來，可能較一些初始採購成本高的設

備更高。 

2.2. 設施設備維修管理服務（軟件） 

a. 包括清潔與衛生工作、清潔與衛生工作、防蟲、垃圾收集和處置、

園林綠化、各種營運所需的證書與牌照（如：消防、電梯等）、保

安服務、各種外判服務（如：消防、通風空調、電器等）及各種由

內部員工提供的服務（如：校工，水/電工等）； 

b. 維保服務包含外判服務及各種由內部員工提供的服務。根據 “學校

設備管理指引”，學校可按各校的特定情況，決定所需的服務的模式 

（如那些服務須外判，那些服務須內部員工處理等）。至於成本考

慮方面，學校應確定預算計劃所包含的所有成本，包括直接和間接

成本； 

c. 內部服務的直接成本包括內部的維護員工的人力成本、某些系統或

組件可能需要額外的設備來進行維護工程。例如：梯子、坡道、螺

絲刀等。服務設備的成本須要納入在維護預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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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外判服務的直接成本即為支付給承攬商的合同金額。而間接成本可

考慮包括管理維護合同的行政工作人力資源。 

2.3. 設施設備生命週期價格波動考慮 

由於維保預算中為設施設備的維保的生命週期成本須進行長期的規

劃，學校應考慮通貨膨脹的預測，並納入生命週期成本分析中。如有

條件，各學校可考慮設立一個應急基金(Sinking Fund)，將從各設施設

備的生命週期成本計算中須更換主要部件或當生命週期完結時的整個

設備更換成本，納入應急基金計算中。應急基金有很多好處，最明顯

的是從生命週期計算中，學校已知道那些設施設備的使用壽命，什麼

時候需要巨額投資。如學校當局能早有打算，未雨綢繆，那就最理想

了。 

 

第十部分 校舍結構檢查 

1. 目的： 

協助學校範圍內的設施管理團隊、工作人員和建築使用者更有效的理解定期

結構檢查的重要性，並懂得如何實施以維護學校建築的可持續性。 

2. 校舍結構檢查方法 

2.1. 每五年一次的定期校舍結構檢查，學校應聘請政府認可土木工程師進

行。土木工程師應首先以目測的方式檢查和識別，完成後應向學校提

交檢查報告及改善建議。如在目測建築結構檢查中，發現可能有嚴重

的建築結構問題，土木工程師應建議學校委托專業實驗室進行一次全

面及徹底的建築結構檢查，以便找出問題根源，並提供建築結構工程

改善方案。 

2.2. 校舍結構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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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內部結構作出詳細的分析及評估； 

b. 護土牆現狀和週邊的地貌變化； 

c. 各種建築結構上有沒有變形； 

d. 建築材料有沒有的惡化現象； 

e. 室內假天花或建築物內的各種懸吊物及裝飾有沒有構成危險等； 

f. 建築內每一處現有結構或空間有沒有偏離預定用途； 

g. 所有設定用途的空間，如機器房有沒有濫用而導致超載； 

h. 建築結構有沒有經過合法途徑的增加或變更而導致結構產生負面

影響； 

i. 研究在改善工程中增加的環保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屋頂花園等

對建築結構的影響； 

j. 發現任何結構有何缺陷，而這些建築缺陷的類型的相連影響； 

k. 結構不良的壓力現象； 

l. 因惡劣的環境因素如酸雨，極端寒冷天氣等而對結構造成的影響，

土木工程師應當作出專業評估，若發現有惡化的跡象或發現任何結

構性的缺陷，並以專業報告的形式建議應採取的行動 – 例如需要

修復或進行全面結構調查等。 

3. 目測建築結構檢查 

3.1. 每五年一次例行的目測建築結構檢查； 

3.2. 目測建築結構檢查的工作範圍應包括以下的內容： 

a. 檢查相關建築的設計，施工和維修資料； 

b. 混凝土結構狀況（出現裂痕甚至剝落以致露出鋼筋現象）； 

c. 鋼結構中的鋼桁架或懸臂桁架發現生銹現象； 

d. 主要結構發現結構剪切裂紋或斜裂縫； 

e. 懸吊臂式混凝土門廊出現裂痕甚至剝落以致露出鋼筋； 

f. 因負載過重而引致結構性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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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護土牆混凝土鬆脫、露出鋼筋或滲水； 

h. 木結構（包括禮堂的舞臺/表演臺）為白蟻侵蝕； 

i. 檢查各種裝飾性外牆板/金屬或玻璃幕牆的結構穩定性； 

j. 檢查各種屋頂與外牆滲漏與結構完整性的關係； 

k. 檢查所有懸吊式的建築構件：如假天花、吊燈、懸吊裝飾等； 

l. 檢查所有燈柱、旗桿、方向指示牌、建築的圍牆或其他在建築範圍

以金屬柱子固定的建築有關構件； 

a. 其他在檢查過程中識別到可能影響到結構的發現； 

b. 若建築物遭受到震動/地震發生後。 

4. 全面建築結構勘察 

如在目測建築結構檢查中，發現可能有嚴重的建築結構問題，土木工程師應

建議學校委托專業實驗室進行一次全面及徹底的建築結構檢查，以便找出問

題根源，並提供建築結構工程改善方案。 

5. 結構勘察後的跟進工作 

學校應認真對待工程師提交的建築結構檢查報告，或全面建築結構檢測中所

提到的建議，應根據建議按輕重緩急執行整頓和改善工程。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 9 號一樓教育暨青年

局或致電：教育設備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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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舍工程與購置設備的招標及監管程序指引 

 

1. 招標及監管 

為達至保障資源的合理運用，增加政府撥款的透明度的目的，學校應按本

章規定進行招標及書面詢價工作： 

1.1. 公開招標 

根據學年資助申請：倘學校有關校舍工程或購置設備的申請資助金額分

別超過 MOP 2,500,000.00 和 MOP 750,000.00，學校必須透過報章刊登

公告，進行公開招標工作，以選擇最適合條件的公司，並將招標的結果

作紀錄﹙附件 1A ，1B 或 1C﹚交回。 

1.2. 書面詢價 

倘學校有關校舍工程或購置設備的申請資助金額：工程方面金額由

MOP 150,000.00 至 MOP 2,500,000.00 之間，購置設備方面由 MOP 

15,000.00 至 MOP 750,000.00 之間，學校亦需向至少三間公司進行書面

詢價，以選擇最適合條件的公司，並將詢價的結果作紀錄﹙附件 2A，

2B 或 2C﹚交回。 

1.3. 監管 

為保證教育發展基金所資助的校舍工程能按原設計及與被審批的工程

質量相符，因此當獲資助的工程金額超過 MOP 2,500,000.00，在工程

進行期間，學校須委托專業的施工顧問公司進行協調及監督工程的工

作，並定期﹙每月﹚向教育暨青年局提交工程施工報告。 

1.4. 招標須知 

學校如需就校舍工程或購置設備進行公開招標程序，需先行通知教育暨

青年局，以便教育暨青年局安排聯同相關部門向學校詳細解釋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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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要注意的廉潔法律和招標事項。 

為表公允，在開標完成後，標書甄選階段期間不允許競投者對已提交的

項目報價作出數量增減或價格調整。 

學校在委託公司進行校舍工程的“設計”、“施工”及“專業施工顧

問”等工作時，須注意各項工作由不同的公司或人員執行。 

 

2. 應遵法律規定及原則 

2.1. 適用範圍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是訂定私營部門（如私立學校）賄賂

的犯罪類型及其預防制度，並賦予廉政公署該範疇內的相關權限。 

2.2. 公平競爭原則 

學校及投標的個人或公司均須遵守公平競爭原則；一切在客觀上表現出

違反經濟活動規範及誠信慣例的競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 

有關不公平競爭的典型情況，可參閱《商法典》第 159 至 169 條的規定。 

2.3. 職務上的義務 

是指由法律規定，又或透過當事人法律上的行為訂定在從事某類活動時

應遵的義務。當該等義務的違反旨在換取不法利益時，便可能構成私營

部門的行賄受賄行為。 

2.4. 告訴權的行使 

私營部門的一般行賄或受賄行為屬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屬“半

公罪”，依法須由被害人（一般為僱主或委託人）向執法機關提出告訴，

即表示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執法機關才可立案調查； 

如行賄或受賄行為屬涉及資產及勞務的取得且其資金全部或部分來自

公帑的情況且賄賂行為引致不公平競爭，又或有關行為足以危害他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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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或生命安全，則無須經告訴亦得進行刑事程序，屬“公罪”，除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之外，任何人均可向執法機關舉報；如執法機關自行

發現有關情況，亦可主動立案調查； 

有關告訴權的行使的規定，可參閱《刑法典》第 105 至 109 條的規定。 

由於受資助私立學校的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中係適用上述的規定；如校

方知悉有關違法行為，有責任向權限機關舉報。 

2.5. 生效日期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於 2010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 

 

3. 利益衝突及迴避機制 

3.1 何謂利益衝突 

a. 當有份參與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的學校人員，其個人利益與學校利

益之間出現矛盾或衝突時，便會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 

b. 利益包括員工本身、其家人或親屬、好友、所屬團體、與其有親密

關係人士的財產或非財產利益。 

3.2 利益衝突的處理 

有份參與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的學校人員與投標公司之間有利益關

係，應主動向校方申報利益； 

校方有權因應有份參與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的學校人員所涉及的利益

衝突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免除該名人員繼續參與有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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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迴避機制 

“迴避”是指學校進行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過程中，有份參與的學校人

員遇上利益衝突的情況時，該人員應自行作出迴避；避免讓其陷入角色

衝突或混淆的情況，旨在確保學校公正無私地處理採購或工程判給程

序。例如：甄選委員與其直系血親或姻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姻親

等之間具有親屬關係的投標公司； 

有份參與的學校人員遇上自行迴避的情況，人員應向學校提出，避免違

反學校指引守則或被外界質疑公平性； 

為確保每個手續程序的公正合法性，學校有需要就有關迴避制度作出較

具體的規範；因此，建議學校為其訂立一套指引守則，讓人員得以參考。 

3.4 法律責任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親身或透過另一

人而經該人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的財

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的承諾，作

為違背職務上的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回報者，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罰

金。 

舉例說明 

梓揚的學校須採購一批手提電腦，負責的同事早前已邀請了幾間供應商

落標，梓揚稍後亦將參與選標的工作。 

這天，梓揚接到妻子惠美兄長的電話，原來其開設的電腦公司這次也被

邀請落標，故特意來電希望梓揚多多關照，爭取做成這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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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揚為此感到煩擾，回家後禁不住向妻子大吐苦水：“我也很想幫他，

他公司的產品價格相宜、質量也不錯，再者，與相熟的供應商合作，售

後服務相信也較有保證。” 

“既然你也說他的公司具備合適的條件，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惠美不

解。 

“問題是我與他的親屬關係呀!”梓揚解釋，“而且我們兩家人平日互有

往來，關係密切，如他真的中標，我怕別人以為我私相授受，偏幫他呢。

更何況，針對私營領域賄賂的法律已經生效，儘管我真的沒有收過你哥

哥的利益，但這涉及到利益衝突的問題，如果我沒有迴避，我擔心會因

此惹官非呀! ” 

惠美稱：“據我了解，公共部門的確有一套迴避制度，公務人員遇到利

益衝突時，必須嚴格遵守，向上級作出申報，並有可能不能繼續參與跟

他有利益衝突的行政行為或程序。但是，《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

法律並沒有對私人機構員工怎樣處理利益衝突作出規定，私營機構可以

按各自的實際需要決定如何處理。” 

“啊，原來是這樣。不過，澳門地小人多，人脈關係密切，像我們做採

購工作的，真的常常會遇到個人利益和學校利益之間出現衝突的情況，

難道就為此不惠顧自己親戚朋友開設的公司嗎？”梓揚說。 

惠美再作解釋：“利益衝突容易導致貪污舞弊、以權謀私行為的出現。

學校方面，其實可以在人員管理上做一些工作，例如規定員工遇到哪一

些情況時須向學校申報利益；而員工一旦覺得有利益衝突時，也應該主

動向學校申報，這樣學校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護，而員工的個人名聲又可

得到保障，雙方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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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揚點頭認同：“雖然我們學校現在還沒有相關利益申報的規定，但我

決定明天就跟學校申報與你哥哥的親屬關係，由學校決定我應否再參與

選標的工作。另外，我也要建議學校參考公共部門那一套迴避制度，相

信對我們員工和老闆的利益有更大的保障。” 

 

4. 收受利益的處理 

4.1 何謂“利益” 

“利益”可以是財產或非財產利益，例如：禮物、金錢、款待、報酬、

佣金、折扣、優惠、交通住宿、服務、優待、優先、方便等。 

4.2 收受利益的處理原則 

a. 不得違反《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及《刑法典》的規定； 

b. 應遵守私立學校內部指引； 

c. 學校人員應避免在進行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時接受任何利益； 

d. 在處理利益方面遇到任何疑問，應向學校報告，以尋求指示； 

e. 校方有權因應有份參與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的學校人員所涉及的

利益衝突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免除該名人員繼續參與有關程序。 

4.3 法律責任 

《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親身或透過另一

人而經該人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的財

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的承諾，作

為違背職務上的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回報者，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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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瑪莉和美妮在一間學校任職，這天，她們倆加上瑪莉的丈夫大偉一起吃

午餐，不知怎的話題扯到所屬學校今年慶祝校慶聚餐的籌備情況。 

學校每年都舉辦校慶聚餐，全體員工以至親屬歡聚一堂，席間更有表演

及大抽獎助慶。今年瑪莉被委任為統籌，豈料一提到這活動，只見她臉

色一沉，說道：“美妮，去年妳是活動統籌，活動辦得成功極了，不但

食物質素高、節目精彩，抽獎更能帶動整晚高潮，同事們都能盡興而歸。

可是今年……” 

美妮聞言就問：“今年輪到妳任統籌，妳以去年節目為藍本不就可以了

麽？” 

“可是，今年活動預算沒增加，我卻不敢四出尋求贊助和要求送出抽獎

禮物、贊助全場酒水，在｀全面縮水＇的情況下，聚餐焉能達去年水

平？”瑪莉一臉擔憂道。 

“怎會呢？”大偉問：“應該沒有問題吧？” 

於是瑪莉解釋自己的顧慮：“大偉你不知道嗎？現在那個《預防及遏止

私營部門賄賂》法律已經生效，如果按照往年一樣收取贊助和饋贈，我

擔心自己及學校會觸犯法律啊！” 

大偉聽罷，就笑着對瑪莉說：“妳未免過於擔心了！最近我在電視上看

到廉署代表講解過有關法律。代表明確指出，對於私人機構怎樣處理供

應商的贊助和饋贈，《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並無規定，私營

機構可以按各自的營商策略決定處理。” 

瑪莉一怔，追問道：“啊？是這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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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妮也加入解釋：“我以為妳擔心些甚麽！早前陳主任與我提過，學校

對今年供應商的贊助和饋贈已有一套指引處理了，我們只要跟足指引向

供應商交代清楚，並且向學校申報清楚各項贊助明細項目就不會有問題

了，亦可避免他人誤會我們與供應商私相授受甚或產生貪污的情況。為

甚麼妳不去了解一下我們的｀內部指引＇呢？” 

“是嗎？那我就放心了！”於是瑪莉就放下心頭大石。 

 

5. 保密義務 

5.1 保密義務 

a. 私立學校人員在進行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的過程中，獲悉學校在程

序中的機密資料，應保守職業秘密； 

b. 學校人員執行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中，未經投標公司同意，在知悉

有關他人之商業、工業、職業或藝術等活動之秘密，作出不當利用

而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係不當利用秘密。 

5.2 學校員工注意事項 

a. 學校員工不得洩露在擔任採購或工程判給工作時所知悉，或因獲信

任而被告知的非公開資料，更不得利用這些資料作不當用途，否則

不僅須承擔刑事責任，更可能被追究民事責任； 

b. 為防止資料外洩，學校員工處理採購或工程判給程序資料或文件

時，應注意如下事項： 

a) 處理保密的文書時，可於辦公桌上擺放一個寫上“機密”的

識別牌，讓其他同事知悉，自行迴避； 

b) 如密件是電子檔，可以加上密碼以保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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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密文件的傳遞，應以密封形式，並於信封上加蓋“密件”

印章，以資識別； 

d) 員工應妥善保管保密文件，不可將保密文件隨意放置。在任

何時候均應以適當的方式（例如將之放在辦公桌抽屜或文件

櫃內）收藏保密文件，以防保密資料外洩； 

e) 處理保密文件的學校員工，如發現保密資料或文件遺失或外

洩，應立即向學校報告。 

5.3 法律責任 

a. 不得違反《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及《刑法典》的規定根

據《刑法典》第 189 條的規定，員工違反保密罪，處最高一年徒刑，

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b. 根據《刑法典》第 190 條的規定，員工違反不當利用秘密罪，處最

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參考資料】 

6. 公開招標程序 

為使各學校更清楚知悉招標程序如何運作，因此將公開招標程序分為以下各

階段，建議進行公開招標程序時參考： 

6.1. 籌備階段 

a. 制訂採購物品規格﹙如質量、安全及技術要求﹚； 

b. 制訂公開招標的招標方案及承攬規則。並在招標方案內列出要求競

投者必須遞交的文件、缺少哪些文件標書將不被接納﹙如：缺少標

示競投總金額及施工期的價格總表、工程項目價格清單、保證金等



2019/2020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 / 第三章 學校管理 
第七節 校園建築、設備及安全 

 

 612 

文件，標書將不被接納，亦不能作補交﹚。 

招標方案的內容包括：要求投標文件的格式、種類及遞交方式。 

承攬規則的內容包括：承建工程或承攬購買服務期間應遵守的規定

或條款。 

c. 制訂評分標準﹙如按重要性排列評分項目的優先次序、評分比重、

加分及減分機制﹚； 

d. 成立開標和甄選委員會； 

e. 開標和甄選委員會成員可多於三人﹙宜為奇數﹚； 

f. 制訂委員會的運作規章﹙包括成員組成人數、比例、會議的最少出

席人數、投票方式及程序、成員的權利及義務、迴避制度、候補機

制及會議紀錄的製作要求及通過方式等﹚； 

g. 可邀請專業人士列席會議以提供意見； 

h. 確保所制定的招標文件（包括估價的資料、採購物品的規格等資料）

不外洩。 

6.2. 招標階段 

a. 必須透過報刊刊登招標公告。招標公告內包括遞交標書截止日期及

時間、標書有效期、公開開標儀式的舉行時間及地點等資料，詳細

可參考﹙附件 3A，3B 或 3C﹚； 

b. 如需對競投者的資格設定條件，例如：相關施工經驗、財務狀況或

公司規模，則有關規定應在招標公告內明確列出； 

c. 不得在公開招標期間對競投者進行篩選剔除，甄選標書的工作必須

“在公開開標儀式後進行； 

d. 應向所有有意參與招標的競投者提供相關資料，如招標方案及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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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工程或購置設備內容，一般評分準則﹙質量、價格、交貨期、

專業技術實力、嗣後技術支援、零配件之供應及價格等﹚，且所提

供的資料應一致； 

e. 確保競投者有足夠時間準備標書﹙招標期按工程或設備購置的規模

及複雜性而定，為期二十日至九十日﹚； 

f. 將答覆競投者的查詢和回覆資料作詳細記錄； 

g. 確保競投者所遞交的標書內容保密，建議使用密封方式報價，要求

競投者將標書放入密封不透光的信封遞交； 

h. 答覆競投者的查詢後，應將可能會影響標書制訂的資訊通知所有競

投者；如有必要，可延長提交標書的期限。 

例 1：工程評標標準 

評標標準(建議)及其所佔的比重： 

合理造價：50 %； 

合理工期：10 %； 

材料：    20 %； 

施工計劃： 5 %；  

同類型的施工經驗及質量：10 %； 

工地安全計劃：5%。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合理造價的百分

比不應低於 50%] 

例 2：工程連設計評標標準 

評標標準(建議)及其所佔的比重： 

合理造價：35 %； 

設計方案：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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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工期：10 %； 

材料：    10 %； 

施工計劃： 5 %；  

同類型的施工經驗及質量：5 %； 

工地安全計劃：5%。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設計方案的百分比不應高

於 30%] 

6.3. 開標階段 

a. 公開開標儀式必須開放予競投者及其代表參與，舉行時間及地點應

在招標公告內一併列出； 

b. 按照既定的開標方式及標準進行； 

c. 避免安排開標及甄選委員成員擔任其他階段的工作； 

d. 記錄整個開標程序，並繕立開標會議紀錄。開標會議紀錄應載明各

競投者的工期及標書造價，以及列出被接納、有條件被接納及不被

接納的競投者名單﹙附件 4﹚。開標委員會成員必須在各份競投標

書的每一頁文件上作簡簽，保證標書的重要資料沒有更換/更改，

確保公平競爭。 

e. 儀式完結前必須公佈被接納、有條件接納及不被接納的競投者名

單。如競投人提出異議，招標實體需按照既定的招標方案作最終接

納與否的決定。 

f. 對於有條件被接納的競投者，招標實體應同時公佈該等競投人士需

要補交的文件及補交的程序(例如：補交文件的截止日期及補交次

數)，否則該等標書將不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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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甄選階段 

a. 甄選程序中必須以公平態度對待所有競投者，不得濫用職權，徇私

偏袒； 

b. 可考慮選用最符合學校利益的標書，“物有所值”及“價適者得”等原

則； 

c. 按照既定的評審方式及標準進行甄選，不應擅自更改或剔除； 

d. 記錄整個甄選程序﹙特別是甄選標準的應用、投票形式與結果及評

審結果﹚﹙附件 1A，1B 或 1C﹚。 

6.5. 判給階段 

a. 應讓獲判給或不獲判給的競投者得悉判給結果； 

b. 必須向教育發展基金提交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上述各階段主要情

況及獲判給者的中標理由﹙如價格、質量及交貨期等﹚。 

6.6. 其他 

a. 倘學校有關校舍工程或購置設備的申請資助金額分別超過 MOP 

2,500,000.00 和 MOP 750,000.00，但由於合理原因而需分階段施工

或分期購置，則不論分段次數及金額為何，每次均必須進行公開招

標的程序； 

b. 學校需要對有關公開招標設立上訴機制，如有任何爭議，競投者可

向學校辦學團體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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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業施工顧問監管 

7.1. 目的 

a. 協調及監督工程的進行； 

b. 保證工程能按原設計及與被審批的工程質量相符。 

7.2. 專業的施工顧問公司 

a. 專業的施工顧問一般為一間公司，主要職責包括監管施工承建商按

設計和進度進行各項工程，並向業主匯報工程進行情況等； 

b. 工作團隊按不同的工程規模分別包括：建築師、土木工程師、機電

工程師、預算計量員、土木工程監督員。 

7.3. 工作內容 

a. 參與總體計劃； 

b. 執行工程的協調及控制； 

c. 行政及財政的監督。 

7.4. 執行工程的協調及控制 

a. 施工期間協調和配合各專業設計者、業主和承建商； 

b. 定時巡查施工地盤； 

c. 根據設計、標書文件要求，審批承建商提交的材料樣板和安裝圖

則，包括建築、機電、給排水設施、空調和消防設備等； 

d. 施工期間對地盤的安全、施工的方法、飾面做法、採取的安裝形式

等提供建議； 

e. 出席定期﹙每星期﹚地盤會議，解決技術問題，並提交每月報告﹙學

校應將副本交予教青局﹚，報告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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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盤的運作情況； 

b) 會議紀錄； 

c) 須解決的技術問題及方法； 

d) 建築、機電、給排水設施、空調及消防設備等材料和安裝圖則

的審批工作情況； 

e) 進度管理-工期延誤的情況； 

f) 行政及財政、工程造價變更的情況； 

g) 驗收情況等。 

7.5. 進度管理  

a. 每日巡查施工地盤，確保施工進度符合標書文件要求； 

b. 跟進和協調任何引致工期延誤的情況； 

c. 協助跟進和監察物料供應進度。 

7.6. 行政及財政的監督 

a. 對工程變更計價提供意見和協助審批承建商呈交的後加工程； 

b. 協助計量及批核工程款項； 

c. 提交財政計量總結報告。 

7.7. 驗收  

a. 根據標書文件要求，安排工程驗收工作並提交工程缺失報告表； 

b. 跟進工程完工驗收後的修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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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工程及購置設備公開招標附件 

附件：1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程” 

甄選標書會議紀錄 

時間：[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____時 

地點：[內部辦公室或會議室] 

出席：甄選委員會主席：________；委員：________、________ 

 

1. 甄選委員會收到由開標委員會交來的___份標書名單、造價、工期如下： 

No. 競投公司名稱 標書造價（元） 工期（天） 

1 ____建築商   

2 ____工程有限公司   

3 ____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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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A 

 

2. 確認評標標準 

甄選標準根據招標方案的建議所定，標準如下：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合理造價的百分比不應低於 50%] 

評標標準﹙建議﹚  比重  

- 合理造價  50 % 

- 合理工期  10 % 

- 材料  20 % 

- 施工計劃   5 % 

- 同類型之施工經驗及質量  

- 工地安全計劃       

10 % 

 5 % 

甄選委員會根據上述評分標準分別對各競投公司進行評審，將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及評

分理據作紀錄[註]。 

3. 評標結果  

綜合上述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其中_____________公司總得分最高，甄選委員會決定

將_______________工程以____________元，工期____天，判給___________公司。 
 

甄選委員會 

主席 委員                               委員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姓名]  [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說明紀錄連同本會議紀錄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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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程連設計” 

甄選標書會議紀錄 

時間：[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  ____時 

地點：[內部辦公室或會議室] 

出席：甄選委員會主席：________；委員：________、________ 

 

1. 甄選委員會收到由開標委員會交來的___份標書名單、造價、工期如下： 

No. 競投公司名稱 標書造價（元） 工期（天） 

1 ____建築商   

2 ____工程有限公司   

3 ____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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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B 

2. 確認評標標準 

甄選標準根據招標方案的建議所定，標準如下：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設計方案的百分比不應高於 30%] 

評標標準﹙建議﹚  比重  

- 合理造價  35 % 

- 設計方案  30 % 

- 合理工期  

- 材料  

10 % 

10 % 

- 施工計劃   5 % 

- 同類型之施工經驗及質量  

- 工地安全計劃       

 5 % 

 5 % 

甄選委員會根據上述評分標準分別對各競投公司進行評審，將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及評

分理據作紀錄[註]。 

3. 評標結果  

綜合上述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其中_____________公司總得分最高，甄選委員會決定

將_______________工程以____________元，工期____天，判給___________公司。 
 

甄選委員會 

主席 委員                                  委員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姓名]  [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說明紀錄連同本會議紀錄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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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設備購置及安裝” 

甄選標書會議紀錄 

時間：[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____時 

地點：[內部辦公室或會議室] 

出席：甄選委員會主席：________；委員：________、________ 

 

1. 甄選委員會收到由開標委員會交來的___份標書名單、價格、交貨期如下： 

No. 競投公司名稱 標書價格﹙元﹚ 交貨期（天） 

1 ____公司   

2 ____公司   

3 ____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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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C 
 

2. 確認評標標準 

甄選標準根據招標方案的建議所定，標準如下：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合理價格應為 30% 至 50%] 

評標標準(建議) 比重  

- 合理價格  45 % 

- 設備質量  30 % 

- 交貨期和安裝   5 % 

- 售後保養  15 % 

- 公司經驗   5 % 

甄選委員會根據上述評分標準分別對各競投公司進行評審，將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及評

分理據作紀錄[註]。 

3. 評標結果  

綜合上述各競投公司的評分，其中_____________公司總得分最高，甄選委員會決定

將 _______________設備購置及安裝以 ____________元，交貨期 ____天，判給

___________公司。 
 

甄選委員會 

主席 委員                                                 委員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姓名]  [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說明紀錄連同本會議紀錄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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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A 
 

甄選標書紀錄表 

“___________________工程” 

1. 詢價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2. 截止遞交標書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3. 詢價公司名單、造價、工期如下： 

4. 有關工程經決議判給_________公司 

5. 判給標準及理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紀錄表須連同中標公司的標書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No. 詢價公司名稱 標書造價（元） 工期（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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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B 

 

甄選標書紀錄表 

“___________________工程連設計” 

1. 詢價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2. 截止遞交標書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3. 詢價公司名單、造價、工期如下： 

4. 有關工程經決議判給_________公司 

5. 判給標準及理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紀錄表須連同中標公司的標書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No. 詢價公司名稱 標書造價（元） 工期（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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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C 
 

甄選標書紀錄表 

“___________________設備購置及安裝” 

1. 詢價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2. 截止遞交標書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3. 詢價公司名單、價格、交貨期如下： 

4. 有關設備購置及安裝經決議判給_________公司 

5. 判給標準及理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此評分紀錄表須連同中標公司的標書一併遞交教育暨青年局 
 
 
 
 

No. 詢價公司名稱 標書價格（元） 交貨期（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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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A 
 

公 告(註) 

“__________(興建、重整或裝修)工程” 

公開招標競投 

1.  招標實體：[學校或辦學團體名稱]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施工地點：[施工現場地址] 

4.  承攬工程目的：[簡述工程內容] 

5.  最長施工期：____日。 

6.  承攬工程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____日。 

7.  交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截止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時。﹙招標期按工程規模及複雜性而定，自公告刊登日起計為期二十

日至九十日﹚ 

8.  公開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舉行開標儀式的場地] 
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
時。﹙宜為提交投標書的期間屆滿後的首個工作日﹚ 
為了對所提交的標書文件可能出現的疑問作出澄清，競投者或其代表應出

席開標儀式。 

9.  查閱招標文件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日期：由有關公告刊登日期起至公開開標日之前。 
時間：[由學校自行安排] 
公開招標文件的副本可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每份費用為 $______ ﹙澳門

幣______元﹚，於遞交申請日起____天內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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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A 
 

10.  評標標準(建議)及其所佔的比重： 
- 合理造價：50 %；  
- 合理工期：10 %； 
- 材料        ：20 %； 
- 施工計劃：  5 %；  
- 同類型的施工經驗及質量：10 %； 
-  工地安全計劃：5 %。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合理造價的百分比不應低於
50%] 

11.  附加的說明文件： 

由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刊登報章日 )起至截標日止，投標者應前往 
__________ [一個指定地點]了解有否附加的說明文件。 

 

________學校(學校名稱)，於______年___月___日。 

 

聲明：就本校於______年___月___日刊登的招標公告，有關查閱招標文件、遞交

標書文件及公開開標儀式將順延至上文第 7－9 點所述日期及時間。而就

該份招標公告已遞交標書文件的公司，無須重複申領及遞交標書文件。 

﹙如學校因未有參照本公告格式而需要再次刊登招標公告時，須作出上

述聲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招標時可要求競投公司提供標書的承諾擔保及工程的承諾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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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B 
 

公 告(註) 

“__________(興建、重整或裝修)工程連設計” 

公開招標競投 

1. 招標實體：[學校或辦學團體名稱]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施工地點：[施工現場地址] 

4. 承攬工程目的：[簡述工程內容] 

5. 施工期：設計方案的製作期最長為 ____日。 

        建造工程的施工期最長為____日。 

        總工期最長為____日。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____日。 

7. 交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截止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時。﹙招標期按工程規模及複雜性而定，自公告刊登日起計為期二十

日至九十日﹚ 

8. 公開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舉行開標儀式的場地] 
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
時。﹙宜為提交投標書的期間屆滿後的首個工作日﹚ 
為了對所提交的標書文件可能出現的疑問作出澄清，競投者或其代表應出

席開標儀式。 

9. 查閱招標文件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日期：由有關公告刊登日期起至公開開標日之前。 
時間：[由學校自行安排] 
公開招標文件的副本可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每份費用為 $______ ﹙澳門

幣______元﹚，於遞交申請日起____天內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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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B 
 
10. 評標標準(建議)及其所佔的比重： 

- 合理造價：35 %； 
- 設計方案：30 %； 
- 合理工期：10 %； 
- 材料        ：10 %； 
- 施工計劃：  5 %；  
- 同類型的施工經驗及質量：5 %； 
- 工地安全計劃：5 %。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設計方案的百分比不應高於
30%  ] 

11. 附加的說明文件： 

由  ______年___月___日﹙刊登報章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者應前往 
__________ [一個指定地點]了解有否附加的說明文件。 

 

________學校(學校名稱)，於______年___月___日。 

聲明：就本校於______年___月___日刊登的招標公告，有關查閱招標文件、遞交

標書文件及公開開標儀式將順延至上文第 7－9 點所述日期及時間。而就

該份招標公告已遞交標書文件的公司，無須重複申領及遞交標書文件。 

﹙如學校因未有參照本公告格式而需要再次刊登招標公告時，須作出上

述聲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招標時可要求競投公司提供標書的承諾擔保及工程的承諾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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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C 
 

公 告(註) 

“__________設備購置及安裝” 

公開招標競投 

1. 招標實體：[學校或辦學團體名稱]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供貨地點：[設備安裝地址] 

4. 承攬目的：[簡述項目內容] 

5. 最長交貨期：____日。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____日。 

7. 交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截止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時。﹙招標期按工程規模及複雜性而定，自公告刊登日起計為期二十

日至九十日﹚ 

8. 公開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舉行開標儀式的場地] 
日期及時間：[列明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___) ___
時。﹙宜為提交投標書的期間屆滿後的首個工作日﹚ 
為了對所提交的標書文件可能出現的疑問作出澄清，競投者或其代表應出

席開標儀式。 

9. 查閱招標文件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列明詳細地址] 
日期：由有關公告刊登日期起至公開開標日之前。 
時間：[由學校自行安排] 
公開招標文件的副本可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每份費用為 $______ ﹙澳門

幣______元﹚，於遞交申請日起____天內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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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C 
 
10. 評標標準(建議)及其所佔的比重： 

- 合理價格：     45 %；  
- 設備質量：     30 %； 
- 交貨和安裝：   5 %； 
- 售後保養    ： 15 %；  
- 公司經驗：       5 % 。 

[各項目及所佔比重可按照具體情況調整，但合理價格應為 30% 至 50%] 

11. 附加的說明文件： 

由  ______年___月___日﹙刊登報章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者應前往 
__________ [一個指定地點]了解有否附加的說明文件。 

 

________學校﹙學校名稱﹚，於______年___月___日。 

 

聲明：就本校於______年___月___日刊登的招標公告，有關查閱招標文件、遞交

標書文件及公開開標儀式將順延至上文第 7－9 點所述日期及時間。而就

該份招標公告已遞交標書文件的公司，無須重複申領及遞交標書文件。 

﹙如學校因未有參照本公告格式而需要再次刊登招標公告時，須作出上

述聲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註：招標時可要求競投公司提供標書的承諾擔保及工程的承諾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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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程” 

開標會議紀錄 

時間：[日期及時間] 如：二零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____時 

地點：[開放予公眾的辦公室或會議室] 

出席：開標委員會主席：________；委員：________、________ 
 

開標委員會在公開招標截止日期前收到___份標書，開標結果如下： 

No. 競投公司名稱 標書造價(元) 工期(天) 備註 

1 ____建築商   被接納 

2 ____工程有限公司   有條件被接納(1) 

3 ____有限公司   不被接納(2) 

     

     

     

備註：(1) [列出競投公司有條件被接納的原因，以及所遞交的標書最終如何可以

被接納，例如：指定時間內補交文件] 
             (2) [列出競投公司不被接納的原因] 
 

開標委員會 

主席 委員                 委員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主席姓名]  [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辦學實體代表簽署] 

(如本會議紀錄多於一頁，開標委員會成員必須於各頁作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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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為了確保學校資源的合理運用，本局編撰《校舍工程與購置設備

的招標及監管程序指引及廉潔守則》，供學校參考。 

 《校舍工程與購置設備的招標及監管程序指引及廉潔守則》僅作

為學校進行公開招標的參考範本，校方可按照實際情況自行釐定

所應用的程序。 

 對部分未能界定屬於工程還是購買設備的項目，本局建議：安裝

後無須通過工程便可移動的物品的購買應納入購買設備範疇，否

則納入工程範疇。如空調設備便應納入校舍工程的範疇而作公開

招標。 

 有關 “學校健康促進”、“閱讀推廣計劃” 及 “資訊科技教

育” 等項目，可同樣以此招標程序作參考。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教育暨

青年局或致電：教育設備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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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類物品使用和環保指引 

1. 學校在購買資訊類物品時，應注意： 

1.1. 只購買必須的資訊類物品； 

1.2. 與供應商協商加入回收條款； 

1.3. 在採購規格中加入環保考慮因素，選用符合環保原則和高能源效益的

產品，例如：較易循環再造、較少包裝、較耐用、含較多再造物料、

較節能、低污染、低毒性或較容易降解的產品。 

1.4. “產品環保規格建議”的詳細介紹，可在環境保護局網站取得；

(http://www.dspa.gov.mo/greenpurchasingguide/tc03.htm) 

1.5. 在採購無線通訊設備（例如平板電腦和無線上網設備）時，可在採購

規格中加入設備在釋出射頻輻射安全方面的考慮因素，例如：應符合

世界衛生組織推介，由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 1998 年) 

和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 2005 年)制定的國際接觸準則。 

2. 學校在使用資訊類物品時，應注意： 

2.1. 學校有責任確保資訊類物品得到適當的保護、運用及保養； 

2.2. 學校應以 “環保節約” 為原則，先考慮把資訊物品維修並繼續使用

或配置升級，例如：為電腦加記憶體； 

2.3. 參考澳門衛生局“預防電子屏幕產品-兒童版”對使用電子屏幕設備的建

議： 2 至 6 歲人士在家長或教師監督下每日不應使用多於 1 小時；6 至 12

歲(小學生)人士每日不應使用多於 2 小時；12 至 18 歲人士避免連續使用１

小時或以上；並建議兒童和青少年每使用電子產品 20 分鐘小休 20 至 30 秒。

因此，建議學校採取以下措施以確保學生在適當情況下使用電腦、平板電腦

或其他電子產品： 

2.3.1. 教學活動設計避免學生連續使用電腦、平板電腦或其他電子產

品超過 20 分鐘； 

http://www.dspa.gov.mo/greenpurchasingguide/tc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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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採用適當方式向師生作出提示，避免學生長時間連續使用電

腦、平板電腦或其他電子產品； 

2.4. 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的

要求，建議學校應均衡分配紙本和電子方式作業的比例。 

2.5. 按世界衛生組織資訊，與釋出射頻輻射的設備距離增加後，功率（以

及用戶射頻輻射接觸量）迅速衰減。因此，與身體保持 30-40 公分距離

使用設備，射頻場接觸量會大大降低。 

3. 學校在考慮更換資訊類物品時，應注意： 

3.1. 必要時才考慮更換整套或部分設備，例如：只更換電腦機身，保留顯

示器、鍵盤及滑鼠並繼續使用； 

3.2. 學校於申請更換資訊物品時，應按實際需要而定，而並非定時更換或

追求新型號。 

4. 學校處置被換出資訊類物品時，應注意： 

4.1. 被換出的資訊類物品，如可繼續使用或經簡單修理後可繼續使用，應

考慮優先應用於學生學習用途，其次是教學用途，最後才是其他用途。

建議用途如下： 

a. 以整套可用設備方式，無償借給經濟有困難學生家中使用； 

b. 放於圖書館或自修室供學生課餘使用； 

c. 用作授課實習，教導學生裝嵌資訊類物品之用，但不建議進行破壞

性拆解；  

d. 用於行政用途； 

e. 保留作為後備設備，拆下零件作維修其他同類設備之用； 

f. 捐贈予其他已登記的不牟利慈善團體，但須存有交收紀錄。 

4.2. 完全失去功能的資訊類物品，可作廢，學校須作處理記錄和慬慎處理

資訊類廢料，應嚴格遵守本澳相關之環境保護法規； 

4.3. 校內存放資訊類廢料的地方應清潔和有防雨水設置；資訊類廢料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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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存放，避免堆積過高及保持充足的走道；應採用適當措施防止滑落

或倒塌等情況； 

4.4. 不得隨便棄置資訊類廢料。可先聯絡回收商(慈善機構轄下電子舊品回收

站、電腦供應商或物料回收商、專題相關展場內之回收專櫃等)進行回

收；若無合適者，可聯絡環境保護局的環保基建管理中心，作妥善處理。 

 

 參考資訊：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s3285/201808/t20180830_34667

2.html 

2. 世界衛生組織資訊：http://www.who.int/peh-emf/publications/factsheets/en/ 

3. 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有關指引： 

http://www.icnirp.org/cms/upload/publications/ICNIRPemfgdl.pdf 

4. 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有關標準文件： 

http://standards.ieee.org/getieee/C95/download/C95.1-2005.pdf 

5. 澳門衛生局“預防電子屏幕產品 -兒童版”資訊： https://www.ssm.gov. 

mo/docs//postHandler.ashx?attach=15034&fid=25398&inline=false 

 

http://www.icnirp.org/cms/upload/publications/ICNIRPemfgdl.pdf
http://standards.ieee.org/getieee/C95/download/C95.1-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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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保險 

 

1. 保障目的及對象：為符合下列情況的學生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境內學校意外

及在境外的學校活動中發生意外或疾病提供醫療援助： 

1.1 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就讀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制度的正規

教育或回歸教育課程，且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學生； 

1.2. 在教育暨青年局登記，就讀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制度的正規

教育課程，且非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學生。 

 

2. 保障範圍 

2.1.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 

上課時間在學校內、上學或放學必經的途徑（學生居所與學校慣常的

往返路線）、由教育暨青年局或學校組織或批准的教學、體育、旅遊或

參觀等活動中出現的意外。 

2.2.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區： 

由教育暨青年局或學校組織或批准學生出外參與的境外學習旅行、交

流計劃、學界體育比賽，以及與學校生活有關的其他境外活動中出現

的意外或疾病。（註：由學校組織的活動，學校應於出發前 10 天，透

過“學生保險（境外活動）”網上資料處理系統提出申請。倘於資料

遞交後需作任何修改，請最遲於出發前兩個工作天提出，以便向保險

公司跟進購買保險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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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項目和賠償金額 

保障項目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區 

保障金額 

（澳門元） 

保障金額 

（澳門元） 

永久傷殘 

（每年每人計） 
100,000 100,000 

醫療費用註 1 

（每年 每人 每宗意外計） 
50,000 100,000 

安葬費用 

（每人計） 
10,000 10,000 

死亡賠償 

（每人計） 
100,000 100,000 

引致第三者的民事責任賠償 

（每起事故） 
500,000 500,000 

24 小時註 2 

全球緊急支

援 

 

緊急醫療運送 

-------- 

無限額 

遺體或骨灰運返 無限額 

親屬前往探望 一張來回機票(經濟客位) 

入院保證金 50,000 

註 1：醫療費用：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發生的意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

區發生的意外或疾病的一般醫療費用，且不適用醫療券進行支付。 

註 2：必須由聯豐亨國際救援安排。 

 

4. 索償程序 

4.1. 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應於意外發生後即時通知所屬學校，由學校於意

外發生後 6 天內將學生保險意外報告連同學生證副本、學生和監護人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及監護人用作收款的銀行存摺副本，一併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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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教育暨青年局，再由教育暨青年局將有關資料送交相關保險公司*。 

4.2. 倘有需要補充文件，將由教育暨青年局或相關保險公司通知學校，再

由學校協助通知學生補交。 

4.3. 當學生完全康復後，監護人須填妥解除責任聲明書，連同全部醫療費

用收據正本、疾病證明書正本及康復證明書正本，送交相關保險公司，

有關的醫療費用收據及證明書必須由澳門註冊醫生或醫院發出。（倘屬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區的學校活動意外或疾病，須一併提交當地醫

院發出的疾病證明書及醫療收據正本。） 

4.4. 倘學生在受傷後兩年內被醫生評定為永久傷殘，應向保險公司提交由

仁伯爵綜合醫院或鏡湖醫院發出的傷殘評估證明書正本，以及法定受

益人身份證副本，以便索取永久傷殘賠償金。 

4.5. 若學生不幸身故，應向保險公司提交死亡證認證本、安葬費用收據正

本及法定受益人身份證副本，以便作有關的賠償。 

4.6. 一般情況下，保險公司將於收到足夠文件後 45 天內，以銀行轉帳或支

票形式，將款項支付予申請時所提交的學生監護人。倘選擇以支票收

取者，保險公司將會透過電話短訊通知相關人士帶同身份證明文件親

臨保險公司收取賠償。 

 

5. 醫療機構 

5.1. 在澳門地區發生意外只可選擇本地的醫療機構就診，包括：醫院、衛

生局屬下的衛生中心，以及所有於衛生局註冊的醫療診所、醫生及跌

打醫師。 

5.2. 倘選擇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就診，應在 24 小時內向該院遞交學校簽發的

證明書，以證實該生所遭受的意外屬學生保險的保障，並須按上述第 4

點提及的索償程序提交申請表和相關資料。請注意，學生因學校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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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就診並不屬免費醫療服務範圍，有關的醫療費用將

由學生保險支付。 

5.3. 倘於澳門境外學校活動發生意外或疾病，於回澳後 6 天內按上述第 4

點提及的索償程序提交申請表和相關資料。 

5.4. 如欠缺上述任何一份文件，或在沒有辦妥衛生局執業准照的診所或醫

生就醫，有關的醫療支出將不會被學生保險服務承擔。 

 

6. 注意事項： 

6.1. 學校應於每年開學初透過學生手冊或家長通告將上述服務知會家長，

以便學生在學校活動意外受傷時可作出及時的索償申請。 

6.2. 現時承保的公司是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鑒於學生保險服務是定期透

過公開招標方式由保險公司提供，如有變動本局將專函通知學校。 

 

 如欲查詢有關學生保險的詳細資料，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號一樓教 

育暨青年局或致電：社會暨教育輔助處（電話：83972408 或 83972506）； 

*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電話：28700033；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398 號中航大

廈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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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期間的教學活動安排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本澳的體壇和車壇盛事，每年均吸引不少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前來觀賞。由於該項賽事是以臨時改變市區道路為賽道的方式進

行，故對部分學校的授課、學生的上學會帶來一定影響。 

為配合本澳休閒旅遊城市的形象，建議學校在大賽車期間，視實際情況採

取彈性上課措施或安排特別教學活動，具體方案如下： 

1. 位於大賽車跑道範圍及周邊位置，嚴重受交通堵塞及噪音影響的學校，可考

慮： 

1.1. 在試賽日及賽車日期間停課，教學日往後推延； 

1.2. 為學生安排旅行活動； 

1.3. 在校外舉行其他教學活動。 

2. 因封路∕改道等臨時交通安排而受影響的學校，可考慮： 

2.1. 舉辦班際∕校際活動，並配合改道的起始時間，或在非封路∕非繁忙

時段開始和結束教學活動，儘量舒緩交通壓力，減輕因交通堵塞而導

致較多學生出現遲到的情況； 

2.2. 在試賽日及賽車日期間把上、下課時間作彈性調整，例如把早上第一

節課安排為早讀、自修、複習課或學習輔導等活動，第二節課方為常

規課堂活動並記錄∕計算學生的缺勤。 

3. 其他因封路∕改道等臨時交通安排而受影響的學校，可考慮： 

3.1. 在試賽日和賽車日對學生的遲到不作記錄∕計算； 

3.2. 把試賽日和賽車日安排為專題學習日、才藝表演日或其他教學活動

日，例如舉辦專題學習講座、教師∕學生好人好事分享、電影欣賞等

活動； 

3.3. 以班級或學習組別為單位，進行主題式的學習∕教學活動。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教育暨

青年局或致電：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暨小學教育處或延續教育

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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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乘搭服務車輛安全指引 

1. 目的： 

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和安全，本局關注學生接受接載服務的車輛，如校車、私

人機構或個人承辦的學校接送車輛、又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問題。為

此，適時增加有關學生乘搭服務車輛的安全指引，供學校關注及規劃學生乘

搭各類服務車輛的相關安全措施，並為學生進行安全教育，以及家長選擇“接

送車輛服務”提供參考資料。 

2. 適用範圍：  

2.1 學校：行政領導和教師。 

2.2 家長∕學生：接受服務者。 

2.3 提供接送服務者：泛指為學生提供接送服務的車輛負責人、聯絡人和∕

或駕駛員。 

2.4 承辦服務車隊：指附屬於學校或私人機構承辦的車隊。而私人機構則包

括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或托管服務機構等所提供的學

生接送服務。 

3. 內容： 

3.1 屬學校管轄或互有合作關係的車隊： 

建議學校建立校車安全管理制度和人事安排，做好監管車隊的工作，訂

定安全守則供家長、學生、車隊遵守： 

a. 要求駕駛員、保母等注意學生上車及下車的安全，車輛應在完全停

下，方讓學生上車或下車；  

b. 利用校內泊車設施或指示車輛停泊的安全地點，確保學生上車或下

車的安全； 

c. 駕駛員於離開車輛時，檢查是否有學生仍留在車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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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因路面維修或交通改道等特殊情況而需暫時更改路線，應先取得

學校、家長（監護人）同意。有關新路線或改道原因，可由校方公

佈及由營辦商以告示形式張貼於車輛當眼處； 

e. 設立處理緊急事故指引，使駕駛員、家長、學生知悉遇有壞車或意

外時，採取緊急措施，如協助學生保持鎮靜，帶領學生到安全處，

並儘快通知學校及家長； 

f. 要求駕駛員定期檢查車輛性能，特別是剎車、駕駛系統及所有輪胎

的性能良好； 

g. 學校人員引領使用校車服務的學生，往返校車上落點，以及管理校

車上落區，並須核實上車及到達的學生人數無誤，校車才能離開，

確保使用者的安全。 

3.2 私人機構車隊（包括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或托管服務機構）： 

a. 學校保持與提供服務者和家長之間良好的溝通，同時應記錄接受校

車∕保母車接送服務的學生名單及人數，以及提供接送服務車隊的

聯絡人資料； 

b. 學校需要關注私人機構車隊的服務水平，並向相關人士反映，作出

適時的改善。 

3.3 加強安全教育： 

a. 學校可考慮於週會或班主任課，以及健康或公民教育有關交通安全

的課題中，加入安全乘搭車輛的教學內容，如上下車的安全守則，

在車廂內不可飲食、行車時切勿將手或頭等身體部分伸出車廂外、

安定坐穩於座位上（如座位有安全帶設置應配帶）、不在車上嬉戲

或大聲喧嘩，保持車廂清潔等，意外發生時及後的應變方法，在車

站或街上等候校車的安全習慣等等，加強學生對安全乘搭服務車輛

的正確態度、知識和技能； 

b. 於家長會時，學校可向家長提供有關乘搭服務車輛安全知識，提高

家長的意識，同時鼓勵家長教育子女如何安全乘車。並要求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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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車隊駕駛員落實守時原則，避免學生留落街頭或滯留車上等

事故的發生； 

c. 學校如因校外學習活動：如參觀、比賽和旅遊等而需租用接送服務

車輛，亦須事先提醒教師及學生注意有關乘搭接送服務車輛的安全

守則。 

3.4 向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接載服務： 

接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車輛，設備須符合學生的特別需要，如輪椅

或輔具的安置、肢障學生的座位須設置安全帶及急救藥物的配備等。 

3.5 家長∕監護人配合： 

a. 選擇提供接送服務車輛時，應先向學校∕提供接送服務車隊諮詢清

楚有關資料，如車隊駕駛員為合資格的駕駛員、載車輛的座位數、

校車∕保母車可載人數上限，以及檢視車身座位安裝是否穩固，並

了解是否具備逃生門或滅火器等設備； 

b. 應選有隨車保母的車隊； 

c. 經常教導及提醒子女安全乘車； 

d. 保存車隊負責人、駕駛員等的聯絡資料； 

e. 家長∕監護人如更換或停止接送服務，應主動向學校提供有關資料； 

f. 應嚴格守時，按時到達接載地點候車； 

g. 在校車來臨前應照顧好學生，以免造成意外。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號一樓教育暨青年

局或致電：學前暨小學教育處、延續教育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南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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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保指引 
 

1. 教青局鼓勵學校配合綠色學校的概念，推動環保校園建設，共同節約能源、

源頭減廢、循環再用及分類回收，以珍惜資源，保護環境。學校可在教育、

資源管理和維修方面著手，制定校本環保措施，安排人員負責推廣及監察，

規劃環保教育課程，籌辦活動，促進綠色學校文化，努力減少學校的運作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 

2. 本指引分別從“節約能源”、“減少使用”、“物盡其用”及“取代使用”

四個方向，讓學校制定校本環保措施時作參考，期望提升學校人員及學生的

環保意識，養成環保的習慣。 

2.1. 節約能源 

2.1.1 照明 

a) 使用教室或學校公用場所後，應關閉照明設備； 

b) 採用節能燈具，燈具設分區開關，適當使用自動感光照明系統； 

c) 使用遮擋陽光裝置時，應避免影響採光； 

d) 每季清潔燈具，以保持電燈的光度，減少因光線不足而增加額外

的照明設備； 

e) 照明設備出現不正常閃動的情況，應及時更換。 

2.1.2 空調 

a) 使用設施後，應立即關閉空調，盡量縮短中央空調系統的運作時

間； 

b) 空調設定溫度每提高 1ºC 可省電約 6%，一般來說，溫度以設定

在 24ºC 至 26ºC 為宜； 

c) 開啟空調時，須注意緊閉大部分窗戶和通往室外的門，倘有流感

或其他傳染病出現時，即使開啟空調，亦應儘可能打開窗戶，讓

室內空氣流通； 

d) 夏季陽光照射位置，使用窗簾遮擋陽光，以減低空調設備的負

荷；在冬季可根據需要撥開窗簾，讓陽光照射，增加室溫； 

e) 每月清洗隔塵網，定期檢查及維修，以減少空調耗電量和延長空

調系統的使用年期。 

2.1.3 電器設備 

a) 不經常使用的電器，如碎紙機、過膠機等，應在使用時才開啟，

不用時關閉； 

b) 長時間不使用電器、電腦設備時應關掉總電源，以減少待機損耗； 

c) 電器用品的充電器或含變壓器或整流器的電源線或插頭，應在需

要時才接駁電源，既可以節約用電，亦可防止這些裝置因過熱而

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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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適當使用電器設備，如抽濕機宜置於空氣流通的地方，預留足夠

的散熱空間，並留意出風位和回風位不受阻擋，定期清洗抽濕設

備和空氣過濾網，以達到理想的除濕效果； 

e) 採購辦公室器材或其他電器時，應優先選購有 Energy Star®標誌

或其他能源效益標籤的設備或產品（最好是一級能源效益標籤）。 

2.1.4 水資源 

a) 使用洗手液或清潔劑時注意適當用量，以免沖洗時過量用水； 

b) 洗滌餐具或灌溉，不應長開水喉，應適時關上； 

c) 如發現有關水龍頭或水管滴漏，應及時維修； 

d) 經常清洗儲水容器，飲水機或純水機須定期清理、更新，否則易

滋生細菌和累積污染物，導致疾病的傳播。 

2.2. 減少使用 

2.2.1 紙類 

a) 減少打印和影印，若有需要，亦應盡量採用雙面打印或影印。在

可行的情況下，可適當地把文件的字型縮小、行距減少、表格簡

化，以減低文件的耗紙量，並應盡量使用整張紙，空白的部分可

留作便條紙使用； 

b) 節約紙巾、面紙的使用； 

c) 避免採購過度包裝的物品。 

2.2.2 有害物質 

a) 少用溶劑產品，如膠水、塗改液、含二甲苯、甲醇等有毒溶劑的

空氣芳香劑或電話筒芳香片錠等，若需使用，必須認清商品上的

標示； 

b) 減低廢氣排放，並以適量的植物改善學校的空氣質素，可選擇有

助減低空氣污染及較耐旱的觀葉植物。 

2.3. 物盡其用 

2.3.1 紙類 

a) 設置再用紙回收箱，回收只有一面用過的紙張，供循環再用，但

印有機密或個人資料的紙張則不能放於回收箱內； 

b) 循環使用已用過的信封，如信封已沒有可用空間，可考慮貼上空

白紙張（最好使用再用紙），增加信封可重複使用次數； 

c) 盡量採用循環再造紙品印製宣傳品。 

2.3.2 學校用品 

a) 當打印機出現“碳粉不足”訊息時，應取出碳粉盒，搖動數次，

放回便可再印，可使用至印出的內容不清晰為止； 

b) 學校用品可修復後再使用，減少資源的浪費，節省採購的費用，

如桌椅、空調、電腦器材、電冰箱、傳真機及影印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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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循環使用暫用檔案封套、釘裝膠圈等物料； 

d) 妥善管理存貨，盡量減少產生過期消耗品。 

2.3.3 回收再生 

a) 推廣惜食文化，減少浪費食物，廚餘處理再生； 

b) 收集用完的廢舊電池，並按環境保護局的相關指引處理，安排回

收； 

c) 設立資源垃圾回收點，以分開處理一般垃圾、塑膠、鋁罐、紙類、

玻璃樽等，以及回收可循環再造物料； 

d) 經回收的分類物品應交予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機構或部門處理； 

e) 盡量使用回收物品，如包裝盒、廁紙筒等，結合課程、主題活動、

親子活動或環保手工製作，以培養學生重視環保，共建良好的生

活環境。 

2.4. 取代使用 

2.4.1 推廣無紙傳遞資訊方式，在條件許可下，盡量利用學校內聯網平

台處理事務，使用電子媒體和電子文件作內外溝通渠道，如以電

子通訊方式收發文件；向員工、家長或學生發布資訊等； 

2.4.2 以充電池代替用完即棄的電池； 

2.4.3 選擇可循環使用的餐具、杯碟及食物容器，避免使用即棄製品； 

2.4.4 洗手後，可使用乾手機或自備的手帕，代替抹手紙。 

2.5. 資源管理 

2.5.1. 可採取分區/分類責任管理，例如： 

a) 安排專人負責每天定時巡查照明、空調、電器及供水等設備是否

使用得宜，關注及記錄能源消耗情況等； 

b) 安排人員宣導及監察使用教室或學校公用場地後，關閉室內的照

明和空調等設備； 

c) 有關建設“綠色校園”的資訊可參考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dspa.gov.mo/greenschool/tc/intro.aspx。 

2.6. 維修 

2.6.1. 維修時採用環保措施，減少廢料，選用可循環再用的物料，例如：

零 VOC 的油漆，具隔音隔熱功能的中空玻璃窗或幕牆等。 

 如有疑問或查詢，請親臨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教育暨青年局或致

電：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或學前暨小學教育處，有關聯絡資料可參閱本指

南附錄。公立學校還須遵守教青局內部指引文件：“環保指南”的相關規

定，詳情請聯絡：學校管理暨行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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