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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的香港有各式各樣的零售業店鋪，從大型百貨公司、超級市場、

商場店鋪，至街頭巷尾的便利店，甚至書報攤，所涉及的勞動人

口可真不少。售賣的貨品林林種種，除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外，還

有各式各樣令生活多姿多采的銷費品。

要保障零售業從業員的生命安全，老闆及員工都須齊心注重工作

環境的職業安全健康管理。本小冊子介紹一般常見的安全要點，

然後指出附設較大型百貨公司內的超級市場各部門的安全問題，

最後介紹如何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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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滑、跌、絆倒的意外，和能順利緊急疏散，進出通道須

要留意以下要點：

通道標誌清晰，並有照明設備。

照明系統完善，包括後備照明。

梯階裝上防滑表面。

地面淺階及低矮橫樑加上警告標誌。

樓梯加上雙扶手。

出入口加上地氈。

進出口及通道不作儲物用途。

場地整理 進出口及通道

良好的場地整理可以避免火警、滑倒、絆倒、被下墜物擊傷等

意外的發生。場地整理的大原則是物有所藏。

要點包括：

通道、走廊及工作地點要清潔乾淨。

儲物的地方足夠，並在地上劃線標明。

立即修補損壞的地面和地氈。

物品的擺於要整齊有序，穩固妥當。

立即清理傾倒在地上的液體及碎片。

要有足夠數目的廢物箱及放置在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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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火警 消防及火警應變4 5

普遍的火警熱源來自電器故障、明火工序、炙熱表面、吸煙、磨擦等。

除去熱源便能避免火災。

重點有：

電力系統及電器要定期由合資格的電力工程人員檢查。

如工作地點有用石油氣煮食或正進行燒焊工程，便要有嚴格的控制。

將可燃物料移離炙熱表面。

禁止吸煙並嚴格執行，應在當眼處張貼告示。

經常保養潤滑機械活動部份，�

以免磨擦生熱。

萬一發生火警，要保障生命財產，平日的消防及走火應變措施

必須做足。

擺放充足及合適的滅火筒在易於取用的地點。

確保走火通道暢通、出路門沒有上鎖。

提供緊急後備照明。

貨品不要堆疊過高至阻礙滅火花灑頭。

張貼火警指示、走火路線圖及方向標誌。

訓練員工使用滅火設備。

須定期演習走火程序，並加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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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處提放貨品，應使用梯具或踏凳。留意的事項有：

考慮高度時，要預留梯頂作扶手之用，不可踏上最高的梯階。

事前要細心檢查梯具各部份是否完好無缺，木梯有沒有裂痕。

使用直梯須綁緊梯頂，或找人支撐梯腳。

更換電燈泡最宜用木梯。

上梯前需檢查鞋底，確保沒有可使滑倒的�

異物或油清。

嚴重和致命的受傷意外發生的原因，常由電器的裝置或使用不當。

磨損的電線、過荷的電路、破爛的插頭亦能引發火警。

安全要點有：

裝置有效的電器地線保護。

選用合規格的插頭及萬能蘇。

電掣箱內的斷路器有明確清晰的線路標明。

聘請合資格的電力工程人員作定期的電器設備檢查及保養。

確保電器的緊急停止掣及電器互鎖設計完整有效。

在潮濕的空間，地面有積水的環境都不宜使用電器。

拔除插頭時，須緊握插頭，緩緩拉出。

電器設備 梯具6 7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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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處理操作 收銀櫃員操作8 9

收銀櫃的員工需長期站立，容易引起下肢靜脈曲張和腳部腫痛。

他們經常要輸入貨品資料及處理大量貨品，又會帶來手部或前臂

腱鞘炎和腰背痛。

改善的要點有：

提供厚料地墊給需要站立的員工。

收銀櫃的設計，最好能讓站立及坐下的員工都能操作自如。

提供坐凳讓員工能交替站立及坐下。

設置100至200毫米高的腳踏，使長期站立員工可交替地將腳

放上，幫助腳部血液循環。

採用可撕掉的商品條碼或使用手提條碼掃描器，省卻提放�

沉重的貨品。

設置運輸帶或滾軸以協助搬運貨品。

適當安排運輸帶、鍵盤、掃描器等位置，以減少員工轉動、

扭腰和俯身動作，並能均衡使用左右兩邊身體。

收銀櫃各部份能調節以適合員工體型上的差異。

在理貨和整理場地時，售貨員不可避免要用體力搬運貨品和雜物，

正確的步驟能避免腰背受傷。首先需估計物品重量，觀察形狀大小，

考慮搬運路線、自己的能力和可用的工具。

要點有：

物品過大或過重的要分拆開，難用手攜提物品的�

要用托盤或其他容器盛裝後才可搬運。

搬運路程遠的要用手推車、剷車或升降機協助。

自己能力以外的，除可用機械協助外，亦可找人幫忙。

搬運要用正確姿勢，即雙腳分立物品兩傍，屈膝蹲下，背部�

平直，緊握物件，用腳站立，將貨物盡量貼近身體。

避免扭身、向外或向高過份伸展和�

俯身動作。

拉物較提物好，推貨比拉貨佳。

經常做緩慢舒展背肌及腿肌的運動。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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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陳列 雜貨部10 11

棄置的購物車應盡快移離通道。

購物車載貨的數量，以高度不阻礙前方路線為準。

運送貨品給其他員工須用傳遞方法，切不可拋擲貨品。

使用割紙刀開紙皮箱，應從近身處向遠方緩慢穩定地拖行割刀。

處理玻璃器皿時，避免手握瓶蓋來搬運。

用掃把及垃圾鏟來清掃玻璃碎片，須棄置在專用的�

廢物箱，並於箱外標明用途及警告字樣。

堆疊貨品最好用互鎖交疊式。

良好的貨品陳列既能夠方便顧客，亦可以保障員工及顧客的安全。

要點有：

陳列架要結構穩固，放貨平面充足。

陳列架和貨品都不能佔用�

通道及出口。

層板的邊緣須有所保護，�

崩裂的要立刻更換。

貨品的堆放要整齊穩固。

貨品有突出貨架的，�

要儲於視線高度之上。

重的貨品放在下層，輕的貨品放在上層。

自由調節陳列架的貨品要盡量充足，以減少掛釘外露的部份。

10 11



貨品陳列 雜貨部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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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部 冷藏室／冰櫃12 13

不可用乾冰（即固態的二氧化碳）放入冷藏室，�

因為乾冰化氣後會驅走空氣而做成缺氧環境。

員工要穿著足夠的禦寒衣物。

冰櫃

冰櫃內的風扇要有網型護罩。

照明燈亦要加上護罩。

保持柜門經常關閉，因為凝結的水氣使地面濕滑。

冰櫃上方不可擺放貨品。

選用形狀、大小、用途合適的刀具。

保持刀具鋒利。

為了防止砧板滑動，可以在其低部加上布塊或軟墊。

切割要由內向外，從上至下進行，�

揩抹刀面亦由內向外。

攜帶刀具時，要用刀套並且刀尖向下。

交刀給別人時，將刀放在檯面，�

刀柄指向對方。

清洗刀具要立即進行，絕不可留在洗滌槽中。

清洗後要放進刀架貯藏。

下墮中的刀具，切勿嘗試阻攔截接。

員工使用切片機、帶鋸等機械時要注意：

安全護罩必須裝上及調校妥當。

使用推肉工具將肉類推近切刀。

戴上防割鋼絲手套，不要穿著鬆身服飾。

要拔掉插頭或關上電掣斷路器，才作清洗或維修工作。

冷藏室：

員工可能被困在內，因此內部要有燈掣、開門設計及警報器。

地上的冰塊及碎肉殘渣要盡快清理，以防引致滑倒意外。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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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送貨部 安全管理14 15

要妥善地計劃及執行實際預防措施，背後還須有一個完善的

安全管理制度。

公司要訂立安全政策，確定各階層人員的角色及責任

組織安全委員會令勞資雙方通力合作

提供安全訓練

推行安全視察

分析及調查意外

評估人力處理操作及其他風險

製訂內部規條及工作程序

預備緊急應變計劃

策劃安全推廣活動

選購及使用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等。

將以上各要點收錄在安全計劃中，逐步推行，一個安全管理

系統便慢慢形成。

收發部空間要寬闊，地面堅實平整。

操控唧車或剷車時，一定要眼望前進的方向，留意人、車及�

其他障礙物。

唧車及剷車速度要按實際環境加以調整，不要超速行駛。

剷車不可載人，更不可用剷叉升降員工。

用手提斜道或貨台板連接車尾及落貨點，行人用的要有防滑坑紋，

滑貨用的要有滑面，甚至可用滾軸運輸帶。

員工須穿上安全鞋、手套等�

個人防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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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所僱用的人數眾多和銷售商品範圍廣闊，因此職業安全健康

問題亦不少。本小冊子介紹了很多要注意的預防措施，從一般的場

地整理工作，以至收銀櫃員的人體功效學問題都有敘及。要持之以

恆及有效地執行這些措施，並克服未來的困難，還是要依靠僱主和

僱員的真誠及通力合作，最終更要朝著成立安全管理系統的路向前

進。

總結16

溫習問題17

1.�發現地上有被傾倒的液體及碎片，如不能自行處理，應怎樣辦？

�A.�用警告牌將地方圍開，�B.�寫報告知會上級� C.�覓路而過
�� 並通知清潔工人
�

2.�為了防止滑跌意外，樓梯應具備甚麼？

�A.�低矮梯階� B.�單扶手� C.�雙扶手

3.�以下哪個是常見被引入的外判工序而須嚴格控制？

�A.�清潔電話� B.�燒焊工程� C.�打蠟

4.�甚麼能幫助容易找到滅火筒位置？

�A.�火警緊急出口標誌� B.�掛在高處當眼的� C.�滅火筒都放置
�� � �滅火筒指示牌� �在洗手間內

5.�以下哪種情況會引致觸電意外？

�A.�緊握插頭拔離牆身� B.�有積水的地方� C.�使用有地線
�� � �使用電器� �保護的電器

6.�下列哪種材料的梯具是最宜用作換電燈的？

�A.�鋼梯� B.�鋁梯� C.�木梯

7.�以下哪種才是提起地上貨物的正確方法？

�A.�屈膝蹲低� B.�俯身彎腰� C.�扭腰伸手向下

8.�長期站立的收銀櫃員工交替地將腳放上腳踏歇息的動作，有甚麼好處？

�A.�均衡鞋底磨損� B.�幫助腳部血液循環� C.�保持優美站姿

9.�突出貨架的貨品，要儲備於甚麼高度之上？

�A.�腳跟� B.�腰間� C.�視線

10. 操控手唧車或叉式剷車時，員工最須要注意甚麼？

� A.� 貨物穩固程度� B.�前進方向情況� C.�光線轉變

答案:   1. A     2.  C    3.  B    4.  B     5. B     6.  C     7. A     8. B     9.  C     10. B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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