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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52)  2602 7784 FAX :    (852)  2559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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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現有合作之洗衣工場質素是否不佳、貨期不

準、衣物損壞率偏高及溝通不足？如以上所述之情況

貴店均有發生，很不幸貴店的業績一定並不理想及店

務員所承受的工作壓力亦會很大。

因此能找到一間有高品質，有責任及有溝通之洗衣工

場作伙伴，是洗衣門店踏上成功之路一的重要關鍵。           

本公司自設6仟多呎廠房，一向以提供五星級酒店洗衣

質素作招倈，而所聘請之洗熨技師大部分均曾任職各

大酒店洗衣房多年，經驗豐富質素高，給與各貴店信

心及保證。歡迎各洗衣店舖至電與我們聯絡。

洗衣王有限公司
電話：2714 1963



會長絮言

精彩人生，始於行動

相信各位在不少餐廳的洗手間內都可以看到

寫上「經史偉莎消毒」的紅色醒目貼紙，	

然後你在如廁時就放心很多。本人有幸認識

香港史偉莎集團的一對姊弟創辦人林卓儀	

(Dorothy) 及林浩宏 (Franco)，姐姐美麗又

能幹，弟弟英俊又有創造力。故請教他們

為何在當年大學後，會走去「洗廁所」

呢？Fr a n c o說出當年在沒有太多資金下	

創業，根本沒有甚麼可選擇，在網上知道	

美國有間上市公司，他的業務就是洗廁所。

他們心想洗廁所都可以上市，可況又不需要

投資太多設備，這生意應有可為，便去美國

史偉莎總部了解這行業，經實地觀察後，得

到結論是：一條龍式服務，除清潔外，還有

很多服務及產品銷售；建立衛生工程師提升

社會認受性；工作不複雜，只要按規範就會

做得好；客戶滿意度高。以上這些正正就是

當年，香港的餐廳老闆或市民對廁所清潔的

要求，兩姊弟都認為商機無限，就開展香港

史偉莎業務。剛開始員工不多，兩姊弟親力

親為上門洗廁所，同時間認識前線工作及作

客戶推廣，慢慢地史偉莎開始為人所認識。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史偉莎在香港已經是	

廁所清潔龍頭，還在中國，台灣，東南亞	

發展得很好。

「種恩忘果」有捨才有得

坊間有位中小企商業研究顧問鄭柏禮先生，

深入了解史偉莎的成功因素及創業故事，	

寫出一本關於史偉莎的書。作者了解這對姊

弟後，知道他們成功的地方，就是付出，	

就是忘記自己為別人，故把書名叫「種恩

忘果」來點出史偉莎企業精神。Franco說出	

公司是提升社區衛生水平，他們努力從事衛

生工程專業，這門生意因為對人有益，也不

會被互聯網及科技取代，所以前途無限。而

公司使命是令員工成為人才，他們會刻意找

平凡人來做員工，因會比較易有堅持及累積

成果。他們的經營哲學是有捨才有得，慢即

快，意思是慢慢做到後來就會做得更好。

放下身段，勇敢面對挑戰

黃達強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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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借鏡，增長智慧

本人也有洗廁所經驗，年輕時在酒店管家

部工作，能夠洗出乾潔明亮的廁所給客人	

享用，令客人滿意，是我的使命。體會到他

們對著厭惡環境工作時放下自我，服務他

人的精神是何等值得尊重。史偉莎在傳統行

業找出商機，這點與我們洗衣行業也一樣，

史偉莎由洗廁所成為潔廁專家，得到市民大

眾認同。我們洗衣同業也可從史偉莎身上借

鏡，我們洗枱布及酒店床單，客戶有甚麼途

徑了解我們？如何能讓客戶對我們的洗衣服

務欣賞？如何得到市民大眾認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

個人認為要讓客戶對公司服務及品質認同，

首先就是公司老闆及高管自身要做好傍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意思是領導自己身正，即使

不下達命令，群眾也會自覺去做；領導自

身不正，即使下達了命令，群眾也不會服

從。再引申下去就是前線員工的表現，就代

表著公司老闆或高管的處事態度及價值觀。	

當衣物洗得不乾淨，接到客人投訴，應當感

謝他們對我們服務提升的提點。若果員工接

到客人投訴，反而態度很差地對待客人，可

以說，這員工就是無家教，他內裡沒有感

謝，可以說是沒有反省心，沒有反省心，那

怎會進步？可以說仍然停留在埋怨層面，心

內經常抱怨，思維就會負面，行為態度就會

差。反過來看，這員工的表現是誰人的責

任？這當然是老闆或高管了，是我們沒有好

好教育員工，讓他們質素提升。

要公司長治久安，老闆學習

修養做起

可以說，衣物洗得好不好，不單止要機器

質素好，原來是與我們公司每一位同事有關

聯。而能夠令公司上下一心，正面樂觀的提

供服務給予客戶，當然是公司工作氣氛，而

這氣氛是來至公司文化價值觀，這文化價值

觀源於老闆，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就是要公司長治久安的話，由老闆學

習修養做人做起。





資料提供：引自《中國商業聯合會洗染專業委員會》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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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衣物在乾洗後，色澤會變暗發灰，	

一直以來是困擾着乾洗從業人員的難題。

因此，在洗滌這類衣物時，要麼拿去水

洗，確實不能水洗時只能接受乾洗後效果

不佳的現實；要麼就只有不洗。為甚麼	

白色衣物乾洗的效果要比水洗的效果差？	

這要從乾洗與水洗的區別去找原因。

水洗是用水作介質使洗滌劑成為洗滌液，在

一系列物理和化學反應作用下，使污垢脫離

衣物轉入水中。水洗中由於衣物上存有洗滌

劑，大部份污垢在主洗時隨洗滌劑液排走。

另外，在清洗（過水）過程中，附在衣物纖

維表面的浮游污垢會隨着清洗（過水）次數

增加而減少。清洗（過水）次數越多，衣物

就越乾淨。

而乾洗是用四氯乙烯等化學溶劑作洗滌溶

劑，在乾洗助劑梘油配合機械力作用下，衣

物上的污垢被溶解、沖刷、懸浮在乾洗液

中，洗滌中溶液通過不斷循環過濾，使溶液

中的污垢（主要是不溶性污垢）被過濾器阻

隔分離，使溶液恢復相對潔淨。因可溶泩污

垢過濾器無法進行徹底的過濾分離，所以，

溶液在洗滌中會對衣物造成“二次污染”。

白大衣物乾洗，為甚麼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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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衣織補一天課程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性別：□ 男  □ 女       年齡：                     年資：                    身份証號碼：

手提電話：                               公司電話：                              電郵：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參加辦法

填妥報名表格及繳付會員港幣$380／非會員

港幣$480報名費，報名費請存入「香港洗衣

服務業聯會有限公司」滙豐銀行戶口號碼

078-458478-838。填妥的表格和存款收據可

WhatsApp 或電郵至「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

蔡小姐收。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6月23日18:00前，名額

有限，額滿即止，報名從速。

WhatsApp：(852) 9644-7594

電郵：easterchoy@gmail.com

查詢電話：(852) 9644-7594

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  傳訊及培訓部舉辦

毛衣織補一天課程報名表格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於報讀香港洗衣服務業聯會課程有關事宜。本會將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處理閣下資料，並不會向第三方提供

上述資料。

傳 訊 及 培 訓 部 舉 辦

香港柴灣利眾街20號柴灣中心工業大廈18字樓B2室       電話 Tel : (852) 2564 8366      傳真 Fax : (852) 2565 9464     電郵 E-Mail : enquiry@hklsa.com      網址 Website : www.hklsa.com

日期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

時間 09:00至18:00（全日）

地點 陽光洗衣

 九龍新蒲崗四美街23號利森工廠大廈A座5樓

導師 梁永德先生  L Plus H 副廠長

示範 郭艷梅女士  L Plus H 資深師傅

 L Plus H 是一間香港社企製衣廠，它們由設計、

 縫紉、水洗、熨摺、包裝，全部工序均在港進行，

 百分百香港製造。除著重工序，它們更重視員工，

 整個製衣團隊大部份都是來自七、八十年代香港

 製衣業黃金時期的資深師傅。

費用 會員港幣$380／非會員港幣$480
 費用包括課程織補物料、午膳及茶點

證書 完成一天課程後將即場獲頒畢業證書

名額 25人，額滿即止，報名從速

課程包括

· 毛衣織補基礎知識

· 質料認識

· 基本編織概念

· 疪點種類

· 織補針種選用

· 織補針步示範

· 織補實習

粵語授課

鳴謝場地贊助

□ 會員 港幣$380     □ 非會員 港幣$480

另外，乾洗與水洗	

不同的是乾洗的洗滌

和烘乾在同一機內完成。

烘乾中衣物之間的轉動磨擦	

造成衣物產生靜電，使衣物上脫

落下來的部分污垢如灰塵、纖毛等，吸到衣物上重新污染。因此，	

乾洗中洗滌有色衣物只要操作合理下一定表現得很明顯。但是，	

在洗滌白色衣物中，洗滌中“二次污染”，烘乾過程中的“靜電	

吸附”現象就會造成白色衣物不潔白而失去原有的光澤。

為了減少白色衣物乾洗中的不利因素，除了溶液特性無法改變外，

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提高白色衣物的洗滌質量。

1.	 首先做好衣物的洗前預備處理工作，清除衣物上的泥土、油污及

色素污漬，徹底清理衣服口袋裏的所有雜物，適當放入防靜電劑

降低靜電吸附和去除水溶性污垢。

2.	 保持乾洗劑及油路的清潔。定期清理工作油箱，勤過濾、勤蒸

餾、勤清理鈕扣收集器、過濾器。根據實踐經驗，在用乾洗機洗

滌白色和淺色衣物時，每次要用蒸餾過的乾淨溶液，同時，油路

採用大循環（油路通過過濾器）洗滌。

3.	 保持風道、洗滌滾筒的清潔，經常清理風道及清洗纖毛收集袋，

定期清洗冷凝器上的絨毛，以確保循環氣流的質量，避免絨毛再

次吸附。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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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 公斤容量高速脫水洗衣機

Speedqueen Tumbler Dryer

Girbau Washer Extractor

8-40公斤容量環保乾洗機

洗衣及乾衣設備

10-20公斤容量高速脫水機

8-14公斤容量高速脫水機

乾洗及濕洗夾衣機設備

香港九龍官塘道396號毅力工業中心6樓E室     Flat E, 6/F, Everest Industrial Centre, 396 Kwun Tong Road, Kowloon 

電話 Tel: 2622 2797     傳真 Fax: 2674 1908     網址 Website: www.honestlec.iyp.hk









乾洗溶劑的
品質性能比較

供稿：胡奉偉先生

胡先生是紡織和服裝業

自由顧問，曾於香港理

工學院（現為香港理工

大學）取得紡織工藝高

級文憑和院士文憑及英

國紡織學會的註冊紡織

工藝師及院士資格。在

紡織及服裝業擁有超過

三十年的工作經驗，專

為業界提供新科技研

發、作業流程改善和人

力培訓等服務。

由於全球對使用全氯乙烯(Percholorethylene)的限制壓力越來	

越大，因此過去二十年間，有許多新乾洗溶劑和機器方面的技術

發展。TKT：荷蘭紡織品護理行業技術知識中心，對乾洗溶劑的

清潔性能進行了研究。實驗在真實生活條件下進行，將兩種傳

統乾洗溶劑技術（全氯乙烯和烴溶劑 (Hydrocarbon)）與其他替代	

溶劑（矽氧烷 D5 (Siloxane D5)、液體 CO 2 (liquid CO 2)、	

二丁氧基甲烷 (dibutoxymethane)、iPura 矽氧烷D5 (iPura siloxane	

D5)、iPura HCS 二醇醚 (iPura HCS glycol ether)）及濕式清洗

(Wet cleaning) 等作比較。實驗包括去污；對羊毛和棉花標準試

驗布造成的收縮率；	對羊毛和棉的測試樣布顏色造成灰暗等等。

該研究實驗的結果如下：

相對的除污漬能力 (Relative Stain Removal)	

圖1：	顯示各種清潔技術的相對的除污漬效果。結果以烴溶劑	

(HCS) 的二浴方法除污效果作為100％的基準指標（用星號

標記）。因此，高於100％的值意味著更好的除污漬效果；	

低於100％的值意味著較低的除污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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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羊毛和棉花標準試驗布造成的收縮率 (Shrinkage of Wool & Cotton)

		

圖2：顯視標準試樣布在3次清洗後的收縮率

對羊毛和棉的測試樣布顏色造成灰暗 (Greying of Cotton and Wool)

	

圖3：顯示經過各種溶劑及機器技術作三次清洗後，造成標準試驗樣布顏色灰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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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和觀察

矽氧烷D5比 Perc 和 HCS更不易揮發，需要較長

的乾燥時間，比 Perc 和/或 HCS 造成紡織品的損

害較多。矽氧烷D5在收縮率和污漬去除的整體

性能表現良好，與Perc和 HCS接近。另外，矽氧

烷和iPura	 HCS方法據稱具有用量低和節省能量的

優點，從技術角度值得考慮。	

iPura矽氧烷D5和iPura HCS方法與Perc和 HCS相

比，顯示出相當或更少的收縮率。特別是 iPura

矽氧烷D5 Earth 顯示非常低的收縮率。在試驗樣

布上幾乎看不到起球或產生皺紋。這兩種 iPura

方法的去污力顯然比使用其他溶劑浸浴法稍差。

此外，iPura HCS 顯示相當高的顏色灰暗值。因

此使用 iPura HCS 時，把衣物顏色分類很重要，

要把暗色和深色與淺色分開洗滌。採用 iPura 溶

劑時，要預先用噴槍方法去除污跡的工作非常重

要。

結果顯示，二丁氧基甲烷有良好的去污性，與

Perc的效力接近。與Perc和 HCS相比，二丁氧基

甲烷對棉質標準試驗布造成較高的收縮率；但對

羊毛試布所造成的收縮率較低。對於服裝而言，

平均收縮率與HCS和 Perc的結果相若。對棉試布

的造成顏色灰暗結果與Perc和 HCS相若，但對羊

毛的造成顏色灰暗結果略高。在試驗布上幾乎看

不到起球或起皺。另外，二丁氧基甲烷的生物可

降解性，提高了它的價值。二醇醚在除污漬和造

成顏色灰暗方面有良好的結果；與Perc和 HCS相

近，但造成顏色灰暗的效果較差。除污能力方面

非常接近Perc的去污力。對標準試驗布的收縮率

與Perc和 HCS的表現相當；	 而對服裝造成的收

縮率稍高於Perc和 HCS。在標準試驗布不會造成

起球或起皺的問題。

結論

研究結果一如預期，十多年來 Perc 及某程

度上 HCS，始終是最好的清洗溶劑，因為它

們是成熟的清潔技術。我們從實驗結果中看

到，對於某些衣物來說，溶劑總是必需的。

然而，結果亦顯示乾洗行業有許多好的 Perc

替代品可以選擇。實驗結果說明這些溶劑和

技術替代品的應用範圍可覆蓋乾洗業客戶的

所有紡織品，有些溶劑甚至比 Perc 有著更有

利於保護環境的特徵，而洗滌性能與 Perc 相

當。這提供了機會給乾洗業提高其可持續性

和形象，而不損害質量和服務。

過去水洗由於洗滌過程中不良的溫度控制和

乾燥條件導致洗後衣物收縮及對敏感的衣物

造成損害。從實驗結果的收縮率值中觀察到

使用液體CO2因為它的乾燥過程非常溫和，

使其收縮率的表現最佳，除了濕式清洗的平

均值之外，其他溶劑的縮率均遠低於1％。然

而，研究結果亦顯示濕式清洗的機器技術，

乾燥器技術和洗滌劑有穩定的改進，已大大

降低了一般了水洗所造成的損壞和收縮的風

險。





去污小貼士
資料提供：中國商業聯合會洗染專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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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污垢

動植物油脂、礦物油、脂肪酸、脂

肪醇、膽固醇等。這類污垢呈油溶

性的液體或半固體，僅用水和機械

力無法清洗乾淨，必須使用洗滌劑

或溶劑（乾洗）才能去除。

固體污垢

塵土、泥土、煙灰、皮屑、水泥、

纖維、金屬氧化物、石灰等。這	

類污垢顆粒一般很小，有的是單獨

存在的，有的是與油、水混在一

起，可以被洗滌劑分散或懸浮在水

中而去除。

水溶性污垢

糖、澱粉、果汁、有機酸、無機

鹽、蛋白質、血、尿等，這類污垢

大都來自食物和人體的分泌物。未

變性（未被氧化前）的污垢，及時

搓洗溶於水可去除，否則要用添加

特殊成分的洗滌劑才能去除。

																				溶劑	 四氯乙烯 碳氫溶劑 矽基溶劑D5 濕洗 K4溶劑 乙二醇醚

典型污漬

油脂（羊毛）	 99.3	 99.3	 98.0	 39.0	 99	 100

紅酒	 0	 0	 0	 24.3	 0	 0

咖啡	 0	 0	 0.3	 1.0	 0.7	 1.0

茶	 0.3	 0.7	 1.3	 3.7	 0	 1.0

血液	 1.3	 1.0	 1.3	 7.7	 1.0	 1.0

油脂（滌綸/棉花）	 48.7	 31.3	 28.7	 14.3	 39.7	 50

蛋黃	 65.3	 56.7	 51.7	 36.7	 69	 70.3

油脂	 45	 36.7	 41.3	 29	 37.7	 37.3

菠菜（羊毛）	 22.7	 15.7	 22.3	 100	 21.3	 46.7

化妝品	 9.3	 0	 5	 0	 2.3	 6.7

口紅	 57	 26.7	 10.7	 4.3	 30	 26.7

總得分	 429.9	 325.1	 329.3	 297.4	 374.7	 417.8

不同溶劑對典型污漬的去污能力

安全措施	：避免高溫儲存，大量接觸後應用清水或肥皂水徹底沖洗，應配備滅火劑



化學品俗稱	 主要成份	 功能	 安全措施

醋酸	 乙酸、冰醋酸、醋精	 去繡漬	 切勿吸入蒸汽，避免沾及眼睛

槍水	 三氯乙烯	 去漬、乾洗	 避免沾及眼睛

草酸	 草酸	 去漬	 避免沾及眼睛

保險粉	 低亞硫酸鈉	 漂白	 保持容器蓋緊，並保持乾燥

雙氧水	 過氧化氫溶液	 去黃漬	 避免沾及眼睛

固堿	 氫氧化鈉	 去漬	 容器必須保持乾燥

去鏽水	 氫氟酸	 去漬	 容器必須蓋緊，存放在通風的地方，	

	 	 	 切勿吸入蒸汽

去油墨水	 三氯乙烯	 去漬	 避免沾及眼睛

去油潰	 甲苯	 去漬	 容器必須蓋緊，存放在通風地方，	

	 	 	 切勿近火

去黃潰	 硫酸	 去漬	 避免沾及眼睛

去污漬	 氫氧化鉀	 去漬	 避免沾及眼睛

漂白水	 次氯酸鈉溶液	 漂白	 避免沾及眼睛

常用化學物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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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式連續洗滌機組（洗衣龍） 吊袋式稱重輸送系統

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欽州北路1089號52號廠房



香港筲箕灣亞公岩村道6號新高聲工業大廈2字樓C室

查詢電話：9370 6404

精藝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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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生產力組織押川研

究員	(86-87)

˙馬來西亞政府亞洲發展

銀行品質專家	(93+)

˙第1-21屆「ISO和TQM

國際會議–ICIT」主席	

(96-17)

˙英國劍橋大學遵治商學

院(5-S)研究員(95-96)

˙英國陸敦大學策略及品

管教授(96-97)

˙英國牛津大學西爾商學

院((L5S)客席講師

˙澳洲皇家理工、瑞典

Linnaeus、港大、中

大、北大及清華等大

學客席教授

˙中國中山大學首位卓越

企業管理桂冠教授

˙曾向過千間機構提供

ISO9000、五常法、精

益五常法和APBEST顧

問及培訓服務

˙國際及香港五常法協會

創會主席	 -	 擁有超過

二萬會員和過千家認

證企業

何廣明教授

全球首創

五常法提升洗衣業安全的竅門

引言

上十幾期已介紹過全球首創：五常法（1.1-5.10）及	精益五常（L1.1-L8.5）

今期是特別鄭重推介的是「五常法」的第四常，即「常規範」，對消防及職安的應用

如下：

在消防及職安的應用

基於作者在過往二十年作「品質專家」的經驗及對洗衣行業的瞭解，現解釋「五常

法」4.1至4.15之應用實例如下：

清除不必要的門、蓋和鎖及增

加透明度
4.1

滅火器、警告燈、“緊急出口”

燈箱和走火逃生指引
4.3

現場工作指引和“已檢查合格”

的標籤
4.5

現場直線直角式的佈置（不阻

塞通道和減少踫撞）
4.2

危險物（工具和化學物）、機

械等安全設施的處理
4.4

電掣開關和功能標籤及電線的

整理（包括離地）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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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今期是特別介紹是「五常法」的第四常，即「常規範」，對消防及

職安在洗衣業的應用實例。總結一句：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常規範」所強調的是─預防勝於治療；最重要的是15個標準	

靈活運用後，絕大部份的消防及職安問題都可以消滅，難怪十年前，

全港的消防及救護員都要學五常法！

節省能源方法（如：空調合適

溫度指標和時段）
4.7

顏色和視覺管理（如：紙、文

件匣、名牌、櫃）
4.9

安全政策的承諾及風險評估4.12

設置五常法博物館（包括改善前

後對比的相片）及其他有關職安

健資訊欄

4.15

體力處理操作情況的標準和

指引
4.8

在平面圖和現場上加上五常法

和工作責任標籤
4.10 處理噪音、震動、危險情況、

食品安全及其預防
4.11

	“小孩也能做得到”的防止出錯

方法（如：用不同大小的喉管

來避免出錯）

4.13 園林式的環境（花園式辦公室	/	

廠房）
4.14



起漬專家（二）
─專訪美麗華乾洗公司張錦榮先生

上期為大家分享了何文田愛民邨

美麗華乾洗公司張錦榮先生（榮

哥）對於工作的態度，本期我們

繼續來看看榮哥是如何讓本地	

名店、富貴、酒店成為熟客，	

當中又有什麼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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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為客　街坊小店熟客多

店子的招牌多年未改，上面寫著「機

器洗衣」，可是見證了香港洗衣行業

的變化。但名字依舊，就體現了榮哥

對品質和服務的宗旨不變。在數十年

前，洗衣機械在香港還不是主流，	

就算是開洗衣店的，也未必是使用自

動化機械。當年的美麗華，引進『威

士汀』自助機和乾洗機，為了明確	

告訴顧客本店用機洗而非傳統的人手

洗，所以特意在招牌上標明。雖然	

現在自助洗衣大行其道，其實早在	

八十年代，榮哥已經把自助洗衣帶到	

香港。『美麗華』自設工場，乾濕

洗、熨衫、去漬等均不求外人。即使

在今天，榮哥仍堅持親力親為，為	

客人親自處理衣物。

起漬專家張錦榮先生



因為榮哥自己本身有紡織和化學的知識，亦在洗衣

行業有了多年經驗，所以他看到了一個商機。當時

在尖沙咀，中環等地區已經開了很多國外名牌衣物

店，這類的衣服不太合適一般的洗衣方法來處理。

因為本身價值昂貴，一但在洗滌過程造成損壞，	

反倒是得不嘗失。但這類衣服也是要洗的，所以	

榮哥想到以「專業起漬，局部處理」方法來為這類

衣服處理。不過，從開始到今天，中間並不是一蹴

而成。榮哥回想當天，可是一家一家的店親自上門

去推介自己，留下名片。而且時至今天，他依然是

「不成功，不收費」，而且因為榮哥對工作認真，

這麼多年來，也沒有出現重大的衣服損壞事件。

在榮哥多年的洗滌生崖中，以他認知最貴的是一條

價值14萬港幣的晚裝。所以榮哥也笑著說，這個服

務可是風險高，但收益相對亦較高，正因如此，所

以風險管理便顯得尤其重要。客人把衣服交給你，

是相當信任你，所以在處理衣物時要時刻緊慎。畢

竟這種服務面向的客戶群少，口碑和信譽才是最好

的推廣。

同樣，這類客人更加需要貼心服務，榮哥以前可

是先得去客人店裏看看衣服的情況，才拿回店裏	

清潔，然後又送回客人店裏。這類客人，有時候對

時間的要求很高，所以即日取回又送回也有例子。

後來有了可靠的伙計，就讓那名伙計去收送。在	

訪問中，榮哥隨手拿起一件皮夾克就讓筆者猜格，

想不到竟達5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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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何文田的舊街坊，會知道『美麗華』的另一

個名稱：大衣櫃。名字的來由，是因為榮哥容許	

客人可有半年的取貨期。在今天香港這個寸金尺土

的地方，為客人留衣二個月已經很少見了，更何況

是半年。如果精打細算一點，洗衣賺的遠遠比不上

倉租。不過榮哥卻沒有計較。就是這份大方，很多	

以前住在附近但已經搬走的客人，還是會把衣服	

拿回來光顧榮哥。榮哥笑著說，有的熟客可能已經

是第二代第三代，搬到港島新界也回來。

名店自薦　竟創出獨門生意

九十年代，社會對公營房居的需求增加，政府順勢

推出富戶政策，愛民邨當然也受其影響。邨裏一大

批經濟上比較富裕的家庭遷出，忽然間使得店裡	

生意大減。不過榮哥沒有氣餒，因為榮哥想到了	

一種「開源」之路。

店內擺滿了客人的衣服

店內有很多工具是陪伴張生多年



起漬工作如偵訊  關鍵在想像

榮哥的店裏有一個小小的角落，是他的起漬工房，	

麻雀雖少，但五臟俱全。問及榮哥的起漬秘密，	

他說沒秘密，但是需要有耐性和想像力。原來起漬

是必須按步就班，把污漬成份一點一點的清去。

所謂的「藥水」，分很多，但簡單來說可以分成	

以下數類：除油的、除蛋白質的、起丹寧的、起色

素的、去繡的、氧化劑、添加劑等等。而單是榮哥

店裏，就有大約30種不同的「藥水」。所以每次起

漬均不是一次性工作，而每種不同的污漬，亦會有

不同的去污順序。

榮哥表示，每次接到案子，首先要了解衣服的	

物料。再觀察和查問資料，以想像污漬形成的原因

和停留在衣物的時間。保護衣物是首要注意，所以

因應不同的情況，以尋找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	

食物汁液會有澱粉質、色素、鹽；紅酒會有糖、	

色素和丹寧，那就可以用相應的藥水，對症下藥。

有時候客人不太清楚是怎樣弄到的，就要以經驗和

想像，還原一下過程和物質，再小小區域試一下，

留意效果和反應。果然，聽起來的確是如偵查破案

般緊張刺激。

熱忱工作　親力親為又親民

其實，榮哥在整個訪問中，一直強調希望技術是可

以分享的，他更希望同行們在了解掌握到行業的	

知識後再多了解多一起研究。這樣才可以把整個	

行業的專業和技術層面都往上提升。

榮哥這番話可不只是說說而已，他現在每天上午	

８點都開店，晚上８點才關門，不算乾洗或磅洗等

其他工作，單是局部去漬的就要處理大約40件。

雖然如此，但榮哥還是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認真和	

負責，每天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偶爾，有街坊來取

衣服，還會談天說地一番。

最後，榮哥勉勵各位同行，不要害怕學習工藝，	

因為工多自然藝熟，而且最好用的輔助工具，往往

是最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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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2017啟動禮」。

投稿詳情

1.	中文寫作、字數不限、內容不限，與洗衣行業相關和附有圖片更佳。

2.	所有稿件請電郵至 info@hklsa.com；電郵主旨請寫上「投稿《愛˙洗衣》雜誌」。

3.	電郵內容請填上姓名、聯絡電話、筆名（如有）、個人簡介（如有）等基本

	 個人資料，以便聯繫。

4.	來稿文章和圖片希望以電腦檔案形式提交（如文以WORD格式，圖片以JPG	

	 格式等)。

5.	來稿者需確保其投稿內容之版權並不侵犯第三方之權益。

6.	任何投稿，即表示來稿者默許本刊擁有該文章內容之出版權（不包括廣告

	 商業用途）。

7.	文章的發表時間和形式由本刊編輯部決定，在不改動原意的前提下，或會

	 因應設計、篇幅作最低限度之增刪改動，不需事先通知。

《愛˙洗衣》為全港首創之專業洗衣季刊，不單面向業界，更

希望以文會友，和全港各行各業加強溝通聯繫。出版至今，仍

不斷改進提升。我們決定加強與讀者互動，開放平台，供各方

友好投稿發表。文章一經採用，本會將會寄出感謝信答謝支

持。還望大家不吝賜教，踴躍來函。

愛洗衣  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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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感謝狀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來稿分享： 
如何做好一名優秀的洗衣工

作者：深圳桔釣沙萊華度假酒店洗衣房經理張建軍先生

洗衣行業的社會職能就是把服裝等紡織纖維

類用品經過洗滌、熨燙，使其乾淨、衛生、

美觀，經過精心的養護延長衣物使用壽命，

使其再生。隨著社會發展不斷進步，新材

料、新工藝等製作的服裝不斷的進入人們

的生活當中，對我們的洗滌技術提出很大的

考驗，如果我們還繼續停留在以前的洗滌

知識、技能層次，是無法滿足現代洗滌需求

的。

作為一名優秀的洗衣操作者必須基本功要紮

實，所謂的基本功不只是洗衣技能基本功，

還要對紡織行業中的各個鏈要瞭解，比如：

紡紗、紡織、印染、服裝製作等及物理化學

性能，時刻瞭解新纖維、新材料、新款式

的紡織品動態。還要瞭解學習新配方、新原

料、新技術的洗滌劑和洗滌技術，掌握好各

種纖維、染料、污垢及化學劑的化學、物理

等知識並在工作中正確運用與練習，才能使

自己的洗滌技術達到更高的一個層次，最大

限度的把衣物洗乾淨。

在洗衣過程中最容易發生洗滌事故的主要在	

4個方面：

1.	洗前檢查分類

檢查：這裏的主要問題是衣物本身的問題沒

有被檢查出來，給洗滌造成安全隱患。原因

是員工責任心不強、疏忽大意，工作不細心

造成的，這道程式強調員工的責任心、細

心、耐心，與工作經驗知識相結合，才能把

好這道關。

分類：在這方面主要是乾洗、水洗沒分清，

機洗、手洗沒分清，還有顏色、衣物的耐溫

性及一些飾物的保護性預處理措施等。這道

關能否把好最能體現洗衣操作者的基本功，

對紡織纖維、印染、衣物材料、洗滌劑的化

學知識等瞭解與掌握程度及工作經驗有直接

的關係。

在洗滌程式中衣物檢查分類是極其重要的	

一環，必須永遠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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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洗滌後才發現的問題都是我們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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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洗滌去漬

洗滌：這道程式中主要發生褪色染色、縮水

變形、開線破損、飾物損壞脫落等。洗滌是

指手洗和機洗，這方面主要體現在洗衣操作

者責任心不強，洗衣基本功不紮實技術經驗

不足等，機洗與第一道程式檢查分類有直接

的關係，手洗除了與第一道程式有關外，更

是考驗操作者的專業操作技能、經驗與洗滌

知識基本功。

去漬：主要體現於去漬時破損、褪色等。原

因主要是洗衣操作者基本功不紮實、專業技

能理論知識和實操不強、個別員工蠻幹或者

是過於強調完美等，給衣物造成致命傷害。

3.	乾燥

這裏的問題主要出現在飾物脫落開裂、	

染色、縮水等。與洗衣操作者責任心、	

細心、基本功及經驗不足等有關。

4.	熨燙

顧客對衣物熨燙的投訴，主要體現在衣物熨

燙不合格，此類投訴基本上不屬於洗滌事

故，因對衣物沒有造成實質性的損壞，只是

沒有達到熨燙標準。洗滌事故主要是指對衣

物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壞等無法挽救或者必須

經過複雜的手段才能恢復的，包括在熨燙中

對不能高溫熨燙的衣物實施了高溫熨燙或者

不可熨燙的衣物施行了熨燙，使衣物造成了

實質性的損壞。熨燙品質與熨燙操作者的	

工作經驗、技巧、紡織纖維的物理性能及	

基本功、責任心有關。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總結出，在洗衣全部的	

洗滌事故中因第一道程式中，因衣物洗前	

未檢查到位和判斷失誤及未做好預處理措

施等所造成的洗滌事故比例約近占45%。在	

第二道程式洗滌的過程中出現的洗滌事故，

因機洗造成的事故大多數主要是由於第一道

程式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第二道程式中	

發生的洗滌事故主要是指衣物手洗和去漬，

因手洗造成的洗滌事故比例約占20%，由	

去漬造成的洗滌事故比例約占30%。第三道

程式乾燥的過程中出現的事故約占5%。第

四道程式熨燙的過程中出現的事故約占比例	

少於0.001%。

在分析上面的四點易發生洗滌事故原因	

當中，除了因操作者責任心不強、疏忽大意

等因素外，洗滌知識和工作經驗不足也是	

主要原因，工作經驗雖然可以在實際工作中

積累，但它必須以洗滌知識作為基礎，與技

術實踐和經驗相結合，才能避免發生洗滌	

事故，這也是作為一名合格的優秀洗衣操作

者所必須具備的。

經驗告訴我們：衣物洗前把好關，你的

成功已完成一半！







EVERGREEN LAUNDRY

本公司成立超過二十年，於一九九七年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廠房佔地七仟呎，門市分佈九龍及新界，同時亦致力發展多元化之洗衣服務。

我們的專業團隊熱誠服務各大小商業客戶，居家客戶。

觀塘翠屏邨商場地下1C舖 2348 0039

藍田廣田商場2樓202號舖 2347 3026

粉嶺聯和墟聯興街21號地下 2646 6798

旺角廣東道831 J號地下12號舖 2148 1887

荔枝角深盛路9號宇晴滙商場2樓58號舖 3488 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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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商場地下92舖 3904 3253

大埔運頭街61號福安樓地下11號B舖 2653 2265

青衣長發邨街市商場地下１號舖 2433 3810

上水名都商場地下1A舖 2672 6228

粉嶺華明邨商場地下115號舖 2676 0661

分店地址:

我們的服務包括 :

酒店布草

檯布及餐巾

制服工衣

美容毛巾

機器買賣開舖咨詢

專業乾洗 行家乾 洗

清洗窗簾

婚紗晚裝

快捷磅洗

皮衣保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