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問答比賽安全問答比賽

主辦機構： 合辦及贊助機構：

勞工處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業安全健康局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合辦機構：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現代管理 ( 飲食 ) 專業協會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飲食業職工總會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Hong Kong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香港酒店業協會

香港酒店業協會
Hong Kong Hotels 
Association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taff 
Association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
協會
Association of 
Restaurant Managers

飲食業安全推廣活動

安全問答比賽

參加表格

2022/2023



引言
飲食業的工傷意外數字在過去多年一直是各行各業
之冠。為了持續培育及鞏固業界的職安健文化，勞
工處聯同飲食業界團體再次合作舉辦本年度的「飲
食業安全推廣活動」，旨在加強業內人士對職安健
的認識，以提升飲食業的職安健水平。

安全問答比賽
安全問答比賽是本年度「飲食業安全推廣活動」的
其中一項推廣活動。我們希望透過是次問答比賽，
能加深業內人士、其家屬、以及市民大眾對職安健
的認識，從而減少飲食業工傷意外的發生。

參加資格
•	「公開組」	-	歡迎年滿 1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包括學生、飲食業從業員及其他有興趣人士以個
人名義參加。

•	「食肆組」	-	歡迎以食肆名義參加。

•	 每位參賽者 /每間參賽食肆店舖只可遞交一份參
加表格。若參賽者 /參賽食肆店舖遞交超過一份
表格，大會會以收到的第一份參加表格為準，其
餘作廢。

比賽規例及準則
安全問答比賽設有 10 條與飲食業職安健有關的問
題，參加者須選出正確答案並填寫在參加表格上，
每條問題答對得一分，答錯零分。每一組別得分最
高的為優勝者，公開組及食肆組的得獎名額分別各
為 20名。

評審方法
由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組成一個評審小組核實參賽
者的資格和評審參賽者提交的答案，從而在每一組
別選出優勝者，並將得獎名單，呈予由籌辦機構代
表組成的工作小組確認。如每一組別的優勝者超過
設定的名額，評審小組會列出優勝者的名單，交予
由籌辦機構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以抽籤方式選出得
獎者。

獎項
•	 各組別得獎者，各得現金禮券港幣 500 元

賽果公布
安全問答比賽的答案及得獎者名單將於 2023 年
2 月在勞工處的網頁公布。各得獎者將獲專函通知
領獎安排。

參加辦法
•	 參加者須將填妥參加表格內的答案及其個人
或機構資料，傳真至評審小組 ( 傳真號碼：
2541	9952) 或遞交回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3 樓勞工處安全推廣科「飲食業安
全推廣活動安全問答比賽」評審小組收。

•	 安全問答比賽的參加表格可於勞工處網頁
www.labour.gov.hk 下載，亦可向勞工處職業安
全及健康部各分區辦事處或於香港北角馬寶道
28號華匯中心 19 樓的職業安全健康局索取。

•	 截止日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日期以香港郵政
日期印章、勞工處收到傳真的時間或親臨遞交至
勞工處的時間為準）

•	 查詢電話：2852	3565

參賽條款
•	 籌辦機構工作小組成員及其直系親屬均一律不得
參加。

•	 籌辦機構有權決定有關人士的參加資格及頒發的
獎項。

•	 籌辦機構有權對比賽準則、獎項及其他安排作出
更改，毋須事先通知。

•	 若比賽的優勝者的數目超過獎項設定的數目，籌
辦機構有權以抽籤方式，決定得獎者名單，參賽
者不得異議。

•	 籌辦機構對是次比賽的答案及各項事宜保留最終
決定權，參加者必須遵從籌辦機構所作出的任何
決定。

This information is only provided with Chinese 
version. To get information in English, please 
contact us at 2852 3565.



安全問答比賽安全問答比賽
	 飲食業員工清洗任何切肉機或碎肉機時，
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安全措施？

a.	 先關掉機器，再確保截斷電源，才進行清洗

b.	盡量安排廚房學徒負責

c.	 機器開動時，同時進行清洗工作的潔淨效果
最好

	 如油鍋的滾油起火，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處理方法？

a.	 立即倒進醬油將油降溫

b.	立即蓋上鍋蓋，及將爐火關掉

c.	 立即倒進清水將油降溫

		 切傷及割傷都是廚房常見的工傷事故，導
致受傷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a.	 刀具過於鋒利，應用一些較鈍的刀具

b.	砧板不夠堅固

c.	 不正確使用刀具及存放不當

		 食肆廚房員工應循下列哪一項做法，來減
低把食物放入滾油時，被水份所濺射的熱
油而觸及身體？

a.	 盡量保持食物乾身，及離炸鍋少許

b.	放鑊蓋在附近，隨時用來遮擋

c.		加強抽氣扇的抽氣量

		 以下哪一項並不是預防飲食業員工滑倒的
方法或措施？	

a.	 經常巡視工作地方，如發現有油污或積水，
應立即清理和確保地面乾爽

b.	飲食業員工在濕滑和有油漬地面急速地行走

c.	 提供防滑鞋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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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飲食業意外都因跌倒而產生，大部分
原因是由於滑倒或絆倒，預防意外的方法
是保持地面乾潔、穿着防滑鞋及採用以下
哪項措施？

a.	 使用光滑階磚鋪設地面

b.	保持良好通風及照明

c.		使用防滑階磚鋪設地面

		 廚師經常急促及重複使用手部、手腕及手
臂做拋鑊炒菜的工作，容易引致什麼職業
病？

a.	 上肢肌肉筋骨勞損

b.	腰背痛

c.	 下肢肌肉筋骨勞損

		 下列哪一項是較安全搬運滾熱液體的方
法？

a.	 將器皿盛滿，並以匆忙步伐運送

b.	不應以匆忙步伐運送及盛載過滿，並蓋好器
皿才運送

c.	 不要盛載過滿，蓋好器皿並以快步運送

		 下列哪一項是食肆走火通道必須維持的？

a.	 裝置閉路電視

b.	只准擺放不易燃物料

c.	 保持通道暢通及切勿阻塞

		 假設一名廚工的手臂被利器割傷，下列哪
一項是正確的處理程序？

a.		安置傷者	> 顯露傷處	>	提升傷肢	> 加壓

b.		加壓	>	顯露傷處	>	安置傷者	>	提升傷肢

c.		安置傷者	> 顯露傷處	>	加壓	>	提升傷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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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安全問答比賽

 「公開組」

參賽者姓名	( 中文 )：

	 ( 英文 )：

性別 #：男	/	女	 年滿 15 歲或以上：		是		 						否		

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首四個字碼，例如：A123XXX(X)]

聯絡電話：

地址 (中文 )：

職業 #：		飲食業從業員		/		其他在職僱員		/		學生		/		其他人士

 「食肆組」

食肆名稱	( 中文 )	( 請寫全名 )：

	 (英文 )	

參賽食肆代表姓名	(中文 )：

	 (英文 )：

食肆地址 (中文 )：

聯絡電話：

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的有效牌照號碼 ( 如有 )：

請在		 		加上	「✓」號	
( 為方便輸入電腦，請用正楷填寫。若字體難於辨認或資料不全者，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

答案欄	( 請填上	a,	b	或	c)

# 參賽者簽名 /參賽食肆代表簽名及參賽食肆印章	 日期

(# 請刪除不適用者 )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用作有關提高飲食業工作安全及健康推廣的活動。為此目的，這些個人資料
我們或會向其他有關人士或機構透露。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要求查閱的權利包括要求獲得一份你所提供的個人資
料複本。你可向本處提出有關你個人資料的查詢，電話：2852	4927。

問題	1.	

問題	2.	

問題	3.	

問題	4.	

問題	5.	

問題	6.	

問題	7.	

問題	8.	

問題	9.	

問題	10.	

參加表格
( 可用影印本 )




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SQ_2022 Enrol D5 web.pdf




		報告建立者：

		

		機構：

		




[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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