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飲食業的職安健要點及職安局的相關支援

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

  廚房內有很多經高溫或加熱處理之食物、
盛載的器皿及爐頭等。員工稍有不慎，便可造
成灼傷。食肆負責人和員工均須好好處理灼熱
的東西，防止灼傷事故的發生。

處理灼熱表面或物質時的職安健要點：

•滾熱的東西時如需經運送，要注意不可盛載過
滿，運送期間亦要留意四周環境及不時向旁人
發出警告；

•滾熱湯汁的存放位置應儘量遠離通道；

•在熱的設備或表面附近加上警告標誌提醒員工；

  飲食是我們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環，正所謂「民以食為天」，
說飲食業是最親民的行業一點都不為過。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
數字，2018 年全港有約 16,000 間食肆，不但為香港帶來「美
食天堂」的美譽，亦創造逾 270,000 個職位，是本港主要的
行業之一。然而，在飲食業迅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亦關注到
業界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雖然飲食業的工業意外數字近
年有下降的趨勢，由 2010年的 7,541宗下降至 2019年的
4,425 宗，千人意外率亦由 34.7 降至 18.1，其工業意外
率卻仍較所有行業整體工業意外率為高。2019年飲食
業每一千人計的工業意外率(18.1)較所有行業之整體
工業意外率的 14.8高出近兩成(18.2%)。引致飲食
業意外的原因首三位分別依次為：「觸及灼熱表
面或物質」、「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和「被手工具所傷」，已佔飲食業工業意外數
字超過六成(63.2%)。

飲 食 業 的 職 安 健 要 點 及
職 安 局 的 相 關 支 援

•加強培訓員工處理熱物品
的技巧，例如打開具蒸氣
加熱設備的蓋時，先慢慢
將蓋由離自己較遠處的一
邊揭起，避免員工被冒出
的蒸氣所傷；從蒸櫃取出
食物前應先關掉蒸氣掣，
稍稍打開門待蒸氣散去，
才打開櫃門將食物拿出；

•處理滾熱食物時應穿著適當個人防護
裝備，例如隔熱手套和圍裙等，而隔
熱手套應放置於使用位置附近，方便
員工取用。

香港飲食業職安健狀況簡介

針對「三大」意外類別 加強預防措施

一、飲食業的職安健要點

防割性能
(Coupe測試)
耐撕裂性能
耐穿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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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手工具所傷

  由於在廚房內工作經常要使用刀具，因此，割
傷主要是因為鋒利刀具的運用及處理不當所致，所
以員工對認識如何正確使用刀具非常重要。其他因
非刀具所導致的工傷包括被罐頭刀、叉燒針和刨具
所傷。

預防被手工具所傷的職安健要點：

•選用適當的手工具來進行不同的工作，例如刀具只
用作切割食材，不應用作如開撬罐頭等其他用途；

•手工具須保養良好及處於良好狀態，例如手柄須
保持完好及鞏固；

•手工具(如刀具等)應保持鋒利，切割或處理食材
時，須在合適的砧板及堅固的桌面上進行。使用
後，應放回刀架和刀箱；

•刀具應與其他器具及碗碟分開清洗，因洗碗工可
能因為沒有察覺到而被利器割傷；

•佩戴防切割手套等個人防護裝備。

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許多飲食業跌傷都是由滑倒或絆倒而起。由於
多數廚房空間狹窄，員工跌倒更可能造成另一種意
外，例如前文所提及的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撞向
尖銳或鋒利的物件、撞向或推倒他人等等。

預防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的
職安健要點：

•經常保持食肆和廚房地面乾爽及沒有油漬；

•地上的水漬油污，應立即清理；

•檢查排水系統，確保其運作正常及保持暢通；

•保持地面平坦，報告並盡快更換已損壞的地板或地
墊，如發現有可造成絆倒的物品放在通道上，應將
其移除，確保通道暢通；

•確保工作場所光線充足，並在有傾斜或台階位置作
標示，提醒員工小心；

•廚房地面應鋪設防滑磚，員工亦應穿著防滑安全
鞋，減少滑倒或絆倒的機會。

話你知
  使用刀具時一般會佩戴防切割手套保護，
規格可參考 EN 388 的標準，標準涵蓋 4 種機
械性風險，分別是防磨(1-4級)、防割(1-5
級)、防撕(1-4級)及防刺(1-4級)(數字愈
大，保護愈高)，當中「防割」測試則使用
「Coup e測試」來評估其耐切割性。而在最
新修訂的版本中(EN388:2016)，除保留原有
防割能力測試外，還加入「TDM-100測試方
法」(ISO13997標準)，並分為 A-F 級，當中
以 F 級最高。此外，新修訂的標準中還包括針
對手背部分的衝擊防護(Impact Protection)測
試，並分別以P(合格)、F(不合格)或X(不適
用)展示。 

防磨性能
防割性能

(Coupe測試)
耐撕裂性能
耐穿刺性能

舊標準

:2003 :2016

防磨性能
防割性能

(Coupe測試)
耐撕裂性能
耐穿刺性能

防割性能
(TDM-100測試)

防衝擊性能

新

新

新標準

測
試
方
法

利用圓形刀片，以5N的
固定力沿手套樣本表面往
復滾動，直至刀刃穿透樣
本 ， 上 限 為 6 0 週 期 。 若
測試期間刀片變鈍或經過
60週期後刀刃仍未穿透樣
本，則必須進行ISO 13997
的「TDM-100測試」。

利用直刀片在樣本上以單
一方向移動20毫米切割，
並記錄刀刃穿透樣本所需的
力度(由2－30N不等)。每
次切割需更換新刀片，因此
不會出現刀片變鈍的情況。

「Coupe測試」 ISO 13997「TDM-100測試」

EN 388:2016 標準中的「防割測試」

基座

曲面基座

手套
測試樣本

手套
測試樣本

刀片
移動方向

刀片移動方向

從上方施加的固定力(5N)

從下方施加的可變力(2－30N)

刀片
移動方向 旋轉刀片

刀片

21GREEN CROSS VOL.30 NO.3



飲食業的職安健要點及職安局的相關支援

氣體爐具勤加保養
保持廚房通風良好

  一般而言，商業用燃氣爐具的使用量及熱負荷均很
大，產生大量廢氣。一旦排氣系統保養不宜而導致其排
氣功效降低甚至失效，燃燒時所產生的廢氣便不斷在廚
房內積聚，使空氣含氧比例下降，在不完全燃燒的情況
下有機會產生對人體有害的一氧化碳。由於一氧化碳氣
體本身無色無臭，不易察覺其存在於空氣中，在廚房內工
作的人一旦吸入過量就會產生一氧化碳中毒，若不及時救
治，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甚至死亡。

  事實上，根據機電工程署指引，除日常清潔及保養
外，廚房內的氣體裝置、氣體喉管、氣閥、聯鎖系統、
熄火保險裝置等，應最少每 12 個月或根據製造商提供的
時間表進行維修或檢查，而檢查內容須包括一氧化碳含
量，用以檢查氣體裝置的燃燒性能。

使用氣體爐具的預防措施：

•在可行情況下，考慮以其他爐具取代氣體
爐具，例如商用電磁爐；

•裝設一個可以在抽氣系統失靈時停止燃氣
供應的裝置，以確保氣體爐具使用時該機動
排氣系統同時開動(例如聯鎖系統)；

•定期安排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檢查和保養
氣體爐具；

•按照爐具生產商的指示使用氣體爐具，以
確保安全及其最佳效能；

•訂立緊急安全措施，為突發的氣體事故作
應變準備。例如食肆員工須熟知緊急關氣
閥及滅火器的位置，以便在發生事故時能
即時作出應變。

機器操作安全

  食肆內有各種類型的機械設備，例如攪
拌機、切片機等，以提高生產效率，但不當
地使用機器設備可導致嚴重的工傷意外，機
器操作安全問題實在不容忽視。

機器操作安全的職安健要點：

•除經正式訓練及授權之員工外，其他人不
准使用機器。機器必須設有安全護罩，如
有損壞及出現故障，則應先維修才使用；

•機器應設有容易觸及的緊急停機掣，以便
一旦發生意外時能盡快關掉電源，減低受
傷程度；

•機器操作指示及安全須知應貼於當眼處，
一般安全須知及使用方法可透過說明書上
得知，員工應按照相關指示操作機器或使
用配備的輔助工具，例如操作碎肉機時須
使用推肉棒等；

•清理或維修機器前，應先關掉開關掣及將
插頭從插座拔除，確保電源完全截斷；

•員工應穿著整齊且合身的工作服，並注意
個人所穿戴的衣飾和頭髮長度，以防操作
機器時過鬆的衣服、頭髮或衣飾等被轉動
的機器部分纏繞而釀成意外。

  量 度 一 氧 化 碳 濃 度
時 ， 應 以 員 工 在 氣 體 用
具 前 面 的 呼 吸 高 度 為 準
(距離地面1500至1700毫
米及距離氣體用具300毫
米)。採樣時間應至少有5
分鐘，並應在採樣期間量
度一氧化碳平均濃度。量
度到的一氧化碳濃度不得
超出勞工處發出的《控制
工作地點空氣雜質（化學
品）的工作守則》所列暴
露限值，即25ppm。

300毫米

員
工
的
呼
吸
高
度

員工與氣體
爐具的距離

1600 
± 100毫米

排氣排到室外

抽氣系統

炒鑊爐

排
氣
口

排
氣
口

排氣產生負
壓使新鮮空
氣流進廚房

燃燒產生
的廢氣

排氣系統正常運作

炒鑊爐

排氣系統失效

排氣失效

排氣失效
廢氣循環燃燒
而產生大量的
一氧化碳

抽氣系統

熱氣、氣味、油煙

圖片及數字參考：機電工程署, 2016

圖片參考：機電工程署, 2010 

話你知

其他職安健要點

燃燒產生
的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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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廚房溫度和濕度
小心熱「暑」人

  食肆廚房煮食多用明火，蒸煎炒煮炸過程會
產生大量蒸氣或油煙，因此工作環境多會較為酷
熱及潮濕。在繁忙的用膳時間，爐火熊熊，煎炒
不斷，廚師承受的熱壓力更大。而洗碗工更可能
在分隔開來的地方清洗碗碟和用具，地方侷促，
空氣亦不流通。同時，如使用洗碗碟機或需要大
量熱水作清洗用途，在通風不足下，工作環境會
積聚蒸氣，令四周更潮濕和酷熱，員工承受的熱
壓力便會增加。

保持食肆環境衞生
預防工作間傳染病

  為減低2019 冠狀病毒病在食肆傳播的風險，
食肆應經常保持清潔及衞生。食肆除了必須遵守預
防及控制疾病的相關規例外，同時亦可參考職安局
為飲食業製作的返工抗疫貼士和相關資訊，減低病
毒傳播風險。

預防措施：

•使用適當的抽風和通風設備，把油煙蒸氣從源頭
抽走，並增加員工工作位置的空氣流通，並在切
實可行範圍內，在廚房設置空調設備；

•利用機器設備輔助減少體力勞動工序；

•安排休息時段，供應足夠的清涼飲用水，讓員工
隨時飲用，並鼓勵他們多喝水；

•員工(特別是新入職及離開工作崗位較長時間者) 
如未習慣在熱環境下工作，在工作編排上可加入
「熱適應期」，先安排較多輕巧的工序，然後在
隨後日子慢慢增加在熱環境下的工作量，讓員工
能漸漸適應。

明火煮食和爐頭產生的蒸氣和油煙

工作間抗疫7式 
https://bit.ly/2CM5V9q

職安局 - 
飲食業返工抗疫貼士 

https://bit.ly/3jvZwzP

2019冠狀病毒病
抗疫大全

https://bit.ly/3hdHLU5

衛生防護中心抗疫資訊
https://bit.ly/2QbCH6Z

洗碗碟機附近產生的蒸氣



飲食業的職安健要點及職安局的相關支援

二、職安局對飲食業的支援
多管齊下
推動飲食業職安健
  職安局一直積極推動行業職安健，提升業界的職
安健水平。在飲食業界和政府支持下，職安局制定了
一系列的方針和策略以提高業界的職安健水平。職安局
積極向業界推廣 5S 良好工作場所整理計劃，和一些獎
勵及資助計劃，包括「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飲食
業職安健福袋派發活動」和「飲食業防切割手套 / 防滑
鞋 / 隔熱手套資助計劃」等，從裝備上、技術支援上和
安全培訓上協助業界減少這些意外，提升職安健表現。

  此外，為支援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和經濟下行嚴
重影響的飲食業，職安局推出多個免費課程，包括:

「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
協助企業制定全方位職安健管理及支援
  職安局推出的「職安健星級食肆」計劃，參加
計劃的食肆可以：

1. 安排前線員工和管理人員免費接受職安健培訓；

2. 獲免費專業顧問服務以協助食肆建立「飲食業 5S
良好作場所整理計劃」；

3. 獲資助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
防滑安全鞋、防切割手套、隔熱手套等等。

通過審核的食肆可獲頒發「職安健星級食肆證書」，
表揚食肆在提升其安全及整理水平方面有出色表
現，多管齊下，從而改善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總結
  飲食業工作危機四伏，工業意外數字一直較
其他行業為高。只要飲食業各持份者共同努力，
做好預防三大類意外的措施，包括「觸及灼熱表
面或物質」、「滑倒、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
及「被手工具所傷」，則已經可以避免最少六成飲
食業意外，挽回無數的傷亡損失。同時管理層亦應
實施職安健管理，改善工作環境和設備及持續提升
安全文化，保障業界員工的安全和健康。近年飲
食業職安健狀況持續取得進步，工業意外數字和
千人意外率均有下降。職安局會繼續透過不同渠
道與飲食業界合作，令職安健文化能進一步在業
界內建立及鞏固，使業界的職安健水平能進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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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詳情：

https://bit.ly/32IqVXx

5S飲食業整理
(5SCA)

https://bit.ly/32ArTGv

飲食業基本安全
課程(BCA)

https://bit.ly/3kjm8D0

飲食業職安健管理人員
訓練課程(CASHM)

飲食業工作安全
(CA)

https://bit.ly/3bgnNGf

餐飲服務業的復工
管理(RTW(CA))

https://bit.ly/2ZMeA3P

  希望透過以上學費減免優惠計劃，鼓勵更多飲
食業界人士參與職安健培訓，提升安全意識，從而
減少工傷意外，增加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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