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www.os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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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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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素來擁有「美食天堂」
的美譽，吸引世界各地遊
客的青睞，令飲食業發展
蓬勃。飲食業的興旺全賴
背後努力工作的從業員。
然而，在急速發展的同
時，美譽的背後卻付上了
不少代價，對業界帶來
深遠的影響。根據勞工處
2013工傷意外統計顯示，
飲食業錄得5,740宗工傷
意外，佔整體工傷數字的
49%，是本港工傷意外數
字最高的行業。其中由工
作場所整理欠佳引致的意外佔了大多數，例如在廚房滑倒或絆倒、被胡亂放置
的刀具所傷、與物件碰撞、或在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傷等意外都時有所聞。現
時業界人手已捉襟見肘，員工因工受傷更加重人手短缺問題。尤其對中小企的
影響更大，由廚房出品的質素以至樓面的客戶服務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
於飲食業界引入及推行5S良好工作場所整理，是業界保障人力資源，確保服
務質素的不二法門。

飲食業推行5S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

前
言

1,269宗（22%）
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

2013年餐飲服務業工業意外：
5,740宗（較2012年減少約8%）

被手工具所傷

其他

提舉或搬運物件時受傷
與物件碰撞

滑倒、絆倒或
在同一高度跌倒

1,026宗（18%）

965宗
（17%）

880宗
（15%）

1,251宗（22%）

349宗（6%）



推 行5S良好工作場所整理的好處

1. 提高食品質素–工作過程、材料、設施及工具儲存均能有所規範，從而減少在

食物製造過程中出錯的機會。

2. 增加工作效率–妥善存放物件，減少因尋找物件、材料及工具等而影響工作進

度。

3. 建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工作場所保持整齊清潔，有助減少意外發生。

4. 減少故障出現–清潔時檢查各項設施及工具是否運作正常，減少因設備故障而

令生產停頓作維修的機會。

5. 孕育良好的安全文化–透過「整理」、「存放」、「清潔」、「標準」、和「修養」改

善工作場所整理，使員工對工作環境產生歸屬感，從而激發自發性的安全改善

行動。

5S 的意思
5S 是一個經實踐證明非常有效的工作場所管理工具，起源於日本的「5S」，是取自

於 5 個日文用語 「Seiri, Seiton, Seiso, Seiketsu, Shitsuke」的開頭字母為名。

第1S「整理」： 要求分類及處置充斥在食肆的各種物品。

第2S「存放」： 按物品的重量、用量、保質期等的特性，訂出儲存位置和數量。

第3S「清潔」： 是清除污垢，使物品或設備經常處於潔淨和運作良好的狀態。

第4S「標準」： 是藉着為前3S「整理」、「存放」、「清潔」訂立準則和程序來鞏固成效。

第5S「修養」： 主要是提高各個員工積極參與良好工作場所整理的自發性，並時刻

將 5S 應用到工作的各層面，同時能夠親身感受到成果。

每個「S」既有獨立的性質，又有緊扣的關係。1S「整理」、2S「存放」和 3S「清潔」

是工作場地整理的行動，控制工作場所物品的數量、秩序和品質。第 4S 是行動的

「標準」，為前 1S、2S 和 3S 提供行動的規範和標準，第 4S「標準」是 5S 工作場所

整理的中樞，既為 1S、2S 和 3S 提供依據，亦是建立第 5S 的先決條件。5S「修養」

正是實踐的關鍵，只有員工積極參與實踐，持之以恆，成為習慣，建立安全工作

安全行為，形成工作間的安全文化，才能長期保持工作場所處於清潔整齊和安全

的狀態。



5s
「修養」Discipline
員工自律守規，養成良好習慣

「清潔」Cleanliness
保持場所、設備於清潔和運作良好
的狀態

3s

小心地滑

「整理」Organization
區別和處理要和不要的物品

1s

「存放」Neatness
有條理和安全地儲存和放置物品

2s

送回貨倉

「標準」Standardization
將整理、存放和清潔工作標準化、制度化
例子：保留日期、重新訂貨量
           地面標記、顏色編碼
           分區責任、稀釋濃度1:99

4s

5S 之應用

1S		「整理」+4S「標準」+5S「修養」

為了避免工作場所出現凌亂情況，「5S」工作場所整理計劃應從整理開始，清

楚地將需要和不需要的物品分別出來，然後作出適當處理。這包括：

a) 按物品的使用次數、使用時間和數量，訂下準則，分別需要和不需要的物品。

b) 建立程序處理需要的物品，包括保留在身邊、放在架上或儲存在工場附近。

c) 建立規則如何處理不需要的物品，包括丟棄、放回倉庫或賣掉。

 例子 1：打邊爐的石油氣罐按季節評估存放數量，避免過量存放。

 例子 2：移走不合規格的木梯，提供合適並符合安全標準的梯具。



2S		「存放」+4S「標準」+5S「修養」

「存放」就是把物品有條理地安放和處理，讓員工容易取用，避免浪費時間尋

找物件。這包括：

a) 建立一套識別物品的系統，把每項東西均列明名稱、應存放的位置及儲存

數量。

b) 有條理地安放需要的物品，排成先入先出的使用次序，並須考慮到安全、

品質和效率。

 例子 1： 常用的物料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重物要放在近腰的高度，以減少搬

運時彎腰或過份伸展的姿勢。

 例子 2： 限定化學品的儲存量，而盛載化學品的容器外貼上符合《工廠及工業

經營（危險物質）規例》的化學品標籤。

 例子 3：保持緊急逃生通道及出口暢通，不作儲物用途。

3S		「清潔」+4S「標準」+5S「修養」

「清潔」是指掃除、清理污垢的動作，其着眼點不單要把工作場所打掃得整齊

清潔，亦可在清掃時檢查各項設施、工具、機器是否在正常狀態。這包括：

a) 訂定每位員工應負責清掃的範圍。

b) 確保員工明白怎樣清掃他的工作區域、設施和工具。

c) 訓練員工在清掃時懂得怎樣檢查各項設施及工具是否在正常狀態。

d) 制訂一套清潔準則和程序。

 例子 1： 廚房內抽油煙罩或導管的定期清潔保養，避免煮食時發生搶火而燒着

積聚管槽的油脂引起火警。

 例子 2：員工按訂定的清潔範圍及時間表進行清潔和檢查。

4S		「標準」

標準的建立，不但是為整理，存放和清潔提供依據，亦是最終建立良好的安

全文化（修養）的先決條件。

所以訂定標準是成功推行「5S」的重要環節，這包括：

a) 為「整理」訂定準則，什麼物品是需要，什麼是暫時不需要，什麼是不需

要。建立規則如何處理物品。

b) 為「存放」訂定識別系統，包括標籤、顏色區別、目視管理以及存放的方式。

c) 為「清潔」訂定準則，將工作場所和物件清潔整齊規範化，清掃及清理行動

制度化。

www.oshc.org.hk



5S		「修養」

通過整理、存放、清潔和標準的實踐、經驗的交流和標準借鑑，員工可逐漸

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自覺地遵守安全工作程序和法例，以及履行自身的責

任，最終可建立促進良好的安全文化。

安健訓練課程推介

飲食業工作安全（CA）、飲食業職安健管理人員訓練課程（CASHM）

本局職安健訓練中心為飲食業及旅遊業從業員提供一系列職安健訓練課程。其中

飲食業工作安全（CA）課程，讓學員綜合認識飲食業內的多種危害及其預防方法。

而飲食業職安健管理人員訓練課程（CASHM）旨在為負責職安健之飲食業管理人員

提供適當的安全及健康訓練，以加強他們對飲食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的知識，

令他們能有效地執行管理及督導職責。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職安健課程資料，請致

電 2311 3322 或 3106 2000 與職安局訓練中心聯絡。

職

有獎問答遊戲抽獎結果：
第53期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

答案︰1. C 天拿水  2. B 刺激呼吸系統、眼睛及皮膚

   3. C 燒焊的工作地點應盡可能採用局部抽風系統

得獎者︰馮明德、郭芷媚、劉俊鳴、陳偉雄、簡慕貞

第54期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

答案︰1. C 放回刀架內  2. C 立即清理  3. B 盡量採用器具輔助，減少人力提舉

得獎者︰李樹強、黄巧玲、黄家鳳、黄瑞蘭、陳慧貞

恭喜以上各得獎者，得獎者已獲專函通知領獎事宜。

總 結

總括而言，只要管理層跟員工信念一致，共同努力，將推行工作場所整理的「5S」

理念切實地執行，使機構的工作環境變得清潔、整齊、有條不紊，讓員工安心健

康地工作下去。

職安熱線 OSH Hotline : 2739 9000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問答
遊戲

有獎

參加細則

1. 歡迎年滿 1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參加，每人只限參加一次。
2. 得獎者的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否則將被取消得獎資格。
3. 參加者有機會贏得價值 $150 超市禮券。
4. 主辦機構之員工及其直系家屬均一律不得參加。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2739	9779 職業安全健康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你向職業安全健康局〔「本局」〕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

指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本局活動，本局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

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職業安全健康訓練課程、活動、服務及資訊提

供給你。你的個人資料亦可能被用作本局之研究及統計用途。 

3. 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拒收資訊一欄之空

格內加上「3」號 *。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地址為

香港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滙中心 19 樓。 

□ *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其活動和相關的資訊。 

簽 署 日 期

地址：中國香港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匯中心 19 樓

電話：2739 9377

傳真：2739 9779

電郵：oshc@oshc.org.hk

網址：www.oshc.org.hk

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免費訂閱表格

� 2014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職業安全健康局 7/2014 (1)

本人對飲食業及旅遊業安全健康通訊感興趣，並希望以電子郵件索取：

www.oshc.org.hk

5. 得獎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各得獎者將獲專函個別通知。
6.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有關是項活動事宜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7.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8. 歡迎複印參加表格。

1	 5S工作場所整理是指甚麼？

 A. 整理、分類、清潔、標籤、修養

 B. 整理、存放、清潔、標準、修養

 C. 整理、存放、清潔、修理、準時

2	 實施良好工作場所整理對機構有甚麼好處？

 A. 有助減少意外發生

 B. 有助改善工作效率

 C. 以上2項皆對

3	「抽油煙罩或導管的定期清潔保養」是「5S」工作場所整理中哪一項工作的

基本原則？

 A. 清潔

 B. 整理

 C. 修養

請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郵寄或傳真回2739	9779本局總辦事處，信封面請註明「飲食業及旅

遊業安全健康通訊問答遊戲」。截止日期：2014年9月26日。

中文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姓名相同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首四個號碼，例如：A123XXX(X)

地址

聯絡電話

所有資料將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