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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討論有關

「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議案

編者的話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銀禧紀念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2010年6月27日舉辦了第25屆週年大會，感謝各位顧問、委員、嘉賓及
各友好抽空出席，與中心董事及同事們一起慶祝中心成立二十五週年。

	 稍作回顧，在中心慶祝成立二十週年時，於職業健康第117期（2005年8月）的編者話中，
提出「香港過去二十多年的職業健康轉變，大部份只是因應當時的社會問題而制定。那麼，未
來十年，我們是否仍然如此被動地處理職安健問題，還是真的能全面了解問題，制訂策略，及
早推動工傷預防及康復？」是年於中心的週年大會中，我們邀請了英國的專家，分享英國推行
的「職業健康策略」，包括他們訂立的十年計劃等。

	 時間轉眼飛逝，五年過去了，香港政府並沒有就職業健康政策作出任何檢討及改善，即使
於本年5月19日的立法會中，有議員動議討論「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議案，最終
亦未能獲得通過。那是否香港社會並沒有任何工傷預防及康復的問題呢？絕對不是。相反，香
港的大型工業意外卻隨著經濟發展增長及基建增加，而再次出現。

	 五年的「原地踏步」，成因眾多，未能在此逐一剖析。只是中心作為一個關注職業健康的
機構，我們未來仍然會努力去推動社會轉變，從而進一步保障工人的職業健康。

	 最後，在此代表中心同仁感謝各位讀者及友好多年來的支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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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搬運沉重的貨物而患上筋肌骨骼勞損；

另外，炎熱天氣及颱風暴雨下工人的生命健

康亦未有保障，去年8月份就有最少兩名地盤

工人在酷熱天氣下工作而中暑。雖然政府一

再強調香港的千人意外率已逐步下降，但議

員基本上明白到有關意外率下降，更大的原

因是基於過去建造業的開工不足，以及不同

行業存在一些如「假自僱」等現象。相反，

隨著香港十大基建逐步上馬，有關問題只會

更加明顯。同時，政府過去多年來只倚賴業

界「自我規管」政策明顯失效，每次嚴重的

工業意外產生後對僱主的罰款只為數萬元，

更少見到政府對違規僱主要求停工及作出檢

控。所以，社會上已達到共識要求政府重新

檢討香港的職業健康安全狀況及相關法例，

從而提供保障僱員職業健康安全的設施、工

作環境及安全管理制度；

二.工傷康復：

	 在議案上議員已逐步從補償問題積極

推向設立工傷康復機制，從而協助受傷僱員

回復健康，重投社會，這亦是全世界在工傷

保險的發展重點。現時包括加拿大、德國以

至內地，已將職業康復列為工傷保險的範疇

內。相反，香港卻仍未將康復列入僱員補償

條例內，而大部份的工傷個案均於公立醫院

及診所內進行基本的治療及康復，有關工傷

保險醫療費用每日報銷上限為港幣二百元，

而實際上有關工傷醫療成本大部份由香港每

一個納稅人支付。雖然當局多年前曾因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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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討論有關

「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議案

	 立法會於5月19日的會議上，有議員動議

討論「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

議案，當日共有19名議員就有關議案作出發

言，雖然有關議案最終未能獲得通過，但各

議員的發言及政府的回應值得社會大眾深入

思考及討論。

	 是次討論包括了職業健康的三個重要

層面：預防、康復及補償。而這亦是有關社

會保障制度必需要檢視的三個重要原素：首

先是如何能有效預防工傷意外及職業病患發

生；其次是當工人受傷或患病後，如何能在

最快的時間內接受治療及康復照顧，以便協

助他們重返工作、重投社會；而最後是如何

制訂一個公平的補償制度，讓因工受傷及患

病的工人在適當的時間內得到合理的補償。	

	 就是次議員議案的動議及有關討論內

容，均觸及以上三個層面，以下為總結三方

面討論以及值得我們更深入反思的問題：

一.工傷預防：

	 因應近年再次出現嚴重的工業意外，突

顯了香港在工傷預防上仍存在著很多問題，

包括高空工作的風險及其他行業的職業健康

問題，特別是建造業的安全健康問題。同

時，香港服務行業普遍存在著筋肌骨骼勞損

情況，亦有議員提到因工作壓力和工業意外

對員工所造成的精神創傷等問題；有不少從

事速遞業及機場航機貨物裝卸工人都因長期



關要求與保險業界推出「自願復康計劃」但

因有關計劃只是由私營保險公司主導，未能

有效照顧大部份受傷工人的康復以致復工的

需要；而私營的保險公司及其代理更已清楚

表示只會選擇一些「薪酬較高」的僱員列入

計劃內，為其提供私家康復的配套以便他們

能盡快回到工作，從而節省每月所支付的工

傷病假薪金；對於大部份屬於基層的勞動工

人，更多的保險公司只是透過有關計劃的介

入去誘導受傷員工與保險公司盡快達成「和

解」，從而減少其補償的支出。反觀內地的

工傷保險制度，由政府承擔及運作，近年並

開始推動為每一名工傷工人提供專門及適切

的工傷康復計劃，而且將職業康復列為工傷

保險制度的發展重點，逐步為有工作能力的

受傷僱員提供重返工作及康復輔導的配套。

若最終受傷工人未能重返工作，一方面會浪

費了社會上的人力資源，亦會增加其他社會

保障制度如綜合援助的需求，即加重了香港

納稅人的負擔。如此看來，香港著實是在「

還原基本步」。

	 是次的會議亦同時要求檢討香港自1953

年成立的僱員補償制度。事實上無論是工會

或個別議員，都從不同受傷工人的求助個案

中察覺到相關制度已存在著很多漏洞，包括

未能保障服務於單一僱主的所謂「外判人

士」及「自僱人士」的職業傷病問題；而且

不少僱主並未有按時向政府申報工作地點出

現意外或職業病；有僱主在受傷工人的工傷

病假期間未能準時發放有關工傷病假薪金，

令受傷工人陷入財政困境，而政府卻未有

作出相關檢控；同時，因應香港的服務業發

展，現時有關條例未能保障員工的所有職

業性筋肌勞損及精神創傷等問題。事實上，

這個於60年前採用的制度，早已未能配合香

港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相反，全球多個已發

展國家（包括英國），卻已採用新的補償制

度，而這些新的補償制度不再只重視對受傷

工人作出金錢的賠償或讓他們因著未能得到

適當的康復照顧以致長時間遺留在家中，而

是更重視積極協助工人提高他們受傷後的生

活及工作能力，並於制度上安排他們逐步重

返工作。勞工界別及不同關注職業健康團體

多年來倡導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正

正是希望將工傷管理工作集中化，並檢討多

年來實行的僱員補償制度，提高死亡及傷病

的法定補償，從而減少受傷員工及家人需要

面對冗長法律訴訟的壓力，並加強對受傷工

人的康復照顧。雖然政府再次在議會上一再

推諉表示現時的補償政制行之有效，並再表

示若受傷工人有足夠的理據可自行透過法律

途徑索償，如此回應只是推卸了政府應有的

責任。

	 相對全球的發展，香港已經是一個發達

的城市，為什麼我們的職業健康安全及僱員

補償制度卻大大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這是

值得市民大眾再次深思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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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2010年6月27日

成功舉辦了第25屆週年大會暨職業健康研

討會―「工傷員工適時重返工作」。當

天除了有各方友好合作機構應邀出席外，

同時也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多位來自不同界

別的專家就是次研討會的主題進行演講及

發表意見。專題演講嘉賓分別有：中國飛

機服務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助理總經理王鈞

瑩小姐、香港伊利沙伯醫院職業治療師李

嘉茹小姐、香港骨科專科學

院康復委員會委員錢炳航醫

生，以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項目經理胡慧詩小姐。而是

次研討會更提供了一個平台

予嘉賓講者及回應嘉賓：港

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吳慧

儀小姐、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成雄先生及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安全

健康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先生一同就着

如何為工傷員工提供適時重返工作進行

討論及交流。

	 本文將綜合各專題講者的意見、觀

點及經驗，探討如何為工傷員提供適時

重返工作。

	 香港的僱員補償條例是在 1 9 5 3年

初，參照英國的勞工賠償條例而制定

的。然而，在法例成立50年後的今天，

保障工友的僱員補償條例依然未有作出

任何的更改。雖然要改變香港僱員補償

制度之體系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仍然不停在現今制

度中嘗試新的服務模式。自 2 0 0 7年開

始，中心嘗試推行適時重返工作計劃，



到工傷康復者往後重投社會的需要，使部

份康復者因缺乏重投工作的途徑而須倚賴社

會援助度日。因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推行

的適時重返工作之服務，目標是希望協助工

傷工人能夠與僱主作溝通及聯絡，從而成功

重返原有的公司或原有的工作崗位。

	 雖然中心的服務漸漸獲得工傷工人、

個別醫療人員及僱主的認同，但若要有效

地提供適時重返工作予工傷工人，當中尚

有值得關注的要點：

（一）醫療人員與不同      
 持份者溝通的重要

	 每一位工傷工人都經歷過醫治的階

段，對醫生一點都不會感到陌生。在研討

會上，錢炳航醫生分享，在眾多的醫療人

員中，普通科醫生的責任是要對病人進行

臨床評估及診斷、判斷病人是否需要手術

治療、處方藥物、物理治療及轉介至適當

專業；骨科專科醫生則必須為病情進行深

入探討、與病人決定恰當的手術療法，且

讓患者感到安心。每當醫生的診斷與病

人的觀點有出入，醫生又未能詳細跟病人

服務對象主要為一些尚在工傷病假期間或

仍在接受治療的工傷工人。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項目經理胡慧詩分

享到，一般工傷工人於身心調適及復工安

排方面都遇上不少問題。傷患較嚴重的工

傷工人需要接受較長期的康復治療，病假

的日數亦較多，期間並不能重返工作崗

位。在漫長的醫療康復過程中，不少工

傷工人並未能完全理解自己傷患康復的情

況，特別是如何處理慢性痛症及身體機能

障礙的問題，使他們十分擔心傷患及痛症

會影響日後重返工作。在康復調適期間，

工傷工人可能會出現憂鬱及憤怒等負面情

緒，這亦使他們與醫護人員及僱主溝通時

經常發生磨擦和誤解。再者，不少工傷工

人因為與僱主或上司缺乏妥善的溝通渠

道，未能就工傷後的復工安排達成共識，

使他們受傷一段時間後仍然未能重返工

作，最後亦因各種後遺痛症影響而失去重

返工作的信心。不少文獻均指出，工傷工

人的缺勤時間越長，他們重返工作的機會

率便越低。而現今本港的僱員補償只集中

向工傷患者提供金錢上的補償，並主要倚

賴公立醫院的醫療康復服務，卻並未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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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而令重返原有公司

或原有工作崗位的計劃告吹。

（三）欠缺法例指引  
        誰來安排最恰當

	 王鈞瑩小姐亦表示，因為現時法例中

並沒有明確有關適時重返工作的指引，因

此由誰來安排工傷員工適時重返工作亦是

一個重要的考慮。員工、僱主或個案經理

等人對何時適合復工有著不同的看法，往

往造成溝通方面的問題。最後，會對工傷

員工構成一定的心理壓力，從而影響其復

工的安排及信心。因此，在沒有相關法例

配合作為指引下，安排員工參與復工計劃

存在一定難度。

（四）「適時」定義模糊

	 	在討論的環節中，各位嘉賓及講者均

認同假若工傷工人過遲復工，他們日後將

會很難重返工作崗位。然而，僱主、僱員

甚至是勞工團體對「適時」的定義及見解

說明他哪裡不健康時，病人只會要求更多

檢查、更好的治療。不少醫生均認為找不

到病因的痛症多源於心理因素，因此只會

著眼於如何改變病人的思想。在這種情況

下，要成功協助工傷工人適時重返工作，

醫生們必須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與僱

主、人事部經理、保險工作者、康復工作

者、職業健康專業人士、勞工團體職員、

勞工處職員等保持良好的溝通。與此同

時，醫生亦需要跟病人保持良好溝通，向

病人解釋醫療情況、保持活動的重要、積

極計劃和安排逐步復工的好處，及向病人

推銷復工概念、爭取家人及雇主的協助，

並讓所有相關人士理解長期離開工作崗位

的嚴重後果，設計各有關人士認同的復工

計劃。若專業醫療人員能加強與相關人士

的溝通及激勵病人，相信更能成功為病人

提供適切及全面的復工計劃。

（二）輕工安排受限制 
 擔憂重返工作安排

	 王鈞瑩小姐分享到一般的工傷工人都

不希望失去工作，可是當僱主提出盡快重

返工作的安排，工傷工人又會害怕自己體

能上未能應付原有工作。另外，員工往往

對新安排的工作感到憂慮，包括：工作內

容，工作環境及與人相處等問題。另一方

面，輕工的安排本來是一個良好機會予員

工重新適應，但往往因缺乏相關資料及知

識，未必能作出妥善安排。與此同時，不

同的工作環境和業務性質，亦會影響在工

作設計上的彈性。因此，縱使僱主有意作

出輕工安排、員工希望能重返原有工作，



（一）「適時」的界定

	 不論僱員、僱主、勞工團體、醫護界

的專業人士最關心的是究竟「適時」的定

義是甚麼呢？「適時」其實包含着兩個時

間。有在場的康復專業人士分享，第一個

時間是何時啟動，嘗試協助工人重返工

作；第二個時間是何時重返工作？對於何

時啟動及嘗試協助工人重返工作都是醫療

康復的角度出發。而第二個於何時重返工

作呢？這並不單純是醫療康復的問題，而

是需要職業康復人員積極與不同持份者進

行溝通，從而就重返工作的具體安排及時

間達到共識。

（二）現行政策如何配合

	 出席是次研討會的嘉賓均表示，安排

工傷員工適時重返工作是需要法例上的配

合，才可以讓僱主安心地安排、僱員亦願

意信任及接受。因此，所有嘉賓均期望勞

工處及有關立法部門能落實檢討及修訂沿

用已久的僱員補償條例，以着重工傷康復

及預防為主要目標。雖然，如何為工傷

員工提供適時重返工作仍有待進一步的探

討，是次研討會，各嘉賓及出席友好均表

示增加了其對於工傷後適時重返工作的了

解及認識，從而確認了適時重返工作的安

排對於工傷員工具有正面的影響。未來本

中心會繼續與有關專業人士及持份者保持

溝通及交流，從而推動社會關注工傷工人

的康復及重返工作安排。				
（資料整理：鄧敏儀、何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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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所不同。根據部份嘉賓講者的經驗，

過早或過遲的重返工作安排都未必適合，

最後更可能達不到復工的安排原來該有的

效果，甚至是適得其反。

（五）過渡性漸進式復工計劃 
       提升工傷員工信心

	 無可否認，工傷事件定會影響到工傷

員工的工作能力，一般工傷患者於復工初

期都不能完全適應原有的工作，在推動康

復員工適時重返工作的過程中，職業治療

師李嘉茹小姐分享的「過渡性漸進式復

工計劃」擔任了重要的角色！「過渡性漸

進式復工計劃」內，包括：環境遷就，即

透過機器或工具改裝、添置輔助傢具或器

具，或工作間改裝幫助工傷員工適應工

作。另外就是工作遷就，例如改變工作或

工序的流程或方法、改變工作量或要求、

改變工作或工序的時間，甚至建議員工改

變工作崗位等。最後，在社交適應方面，

儘量調節勞資對工作表現期望、協助工傷

工人融入同事的社交活動、支援他們解決

與上司同事共事時的人際關係問題。透過

「過渡性漸進式復工計劃」，可有效地提

昇工傷員工適時重返工作的信心。

	 綜合各個有關提供適時重返工作安排

的要點後，要推行這個新的計劃模式，有

兩個重點是值得再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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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防
專
題

	 近年因工作壓力而產生的問題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物業管理保安業亦不例外。由於保安

從業員兼顧多方面的職責，以及需要滿足大眾對其工作的要求，以致行內工作壓力問題日趨嚴

重，不容忽視。現在就讓我們藉此機會探討及關注物業管理保安從業員面對的工作壓力問題。

關注保安從業員面對的

                     工作壓力問題

與工作有關的精神壓力來源

	 物業管理保安行業普遍每天需要工作十二小時。在漫長的工作時間中，保安員需
要為肩負保障工作地點的任何人和物件的安全而長期保持高度警覺和專注，亦要付出
大量的精神以防止或偵測罪行的發生。多項外國文獻均證實在工作中長期受壓人士會
較易出現消化功能紊亂（如腹瀉或便秘）、虛脫和失眠等情況，令辛勞累積，影響其
身心健康之餘亦有機會減低工作效率。

	 除此之外，保安從業員在工作中亦有機會面對言語及行為暴力問題。隨著物業管
理保安業已轉變為一門以顧客為本的專門服務性行業，保安員在工作過程中需要面對
和協助處理各種不同的狀況，如客戶爭執、投訴，甚至被陌生人威嚇等，這些都會為
他們的心理帶來不可計量的負面影響。	

	 在法定機構『保安及護衛業管理委員會』所定下的各項指引中，從業員須遵守
一系列工作守則、須知和注意事項。兼顧繁瑣職責之餘，亦須面對一些較敏感的工作
內容（如詢問和登記陌生者的身份），然而他們在執勤時並沒有被賦予足夠權力和設
備，使他們容易對工作產生無力感，加重心理壓力負擔。

鼓勵正面協助保安員舒緩問題

	 要有效解決工作壓力，便應從問題的根本著手改善。為員工的健康著想，僱主有
責任提供一個妥善的工作環境配套予僱員。機構管理層可按員工能力和個別情況安排
工作，清晰地向員工傳遞工作指令、要求及目標，在工作上給予員工更多機會讓他們
參與工作的決策，提供足夠的自由度及支援，這些都可減少員工因出錯而產生心理壓
力、提高歸屬感和士氣，增加他們的工作滿足感，給予正面的鼓勵。除此之外，管理
層亦應主動留意員工有否出現情緒壓力過大的徵兆，及早協助員工解決壓力問題。不
論是上司與下屬，或是平輩同事之間都必須保持良好溝通，讓公司上下同事能加深認
識、增進感情，有利工作和順及建立和諧的工作環境。

	 另外，員工亦應學習培養正面樂觀的思想，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支援網路以對
抗精神壓力問題。而健康的生活習慣模式，如均衡飲食、戒絕煙酒、足夠休息等，雖
然老生常談，卻是促進身心健康的不二法門，實在不能忽視。

	 保安從業員的工作性質容易讓他們面對工作壓力，對身心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這不單對員工的健康構成壓力，因工作壓力而引致的表現失準甚至工傷病假更有機會
為機構帶來利益的損失。因此，物業管理保安從業員的職業精神健康問題實在不容忽
視，而透過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以員工為本的工作安排，多給予實質支持與具體配
合，他們的工作壓力絕對是可以減少甚至避免的！	

（資料整理：王俊鈞）



	 我 的格言
是：「永不放
棄，心要堅定，
目光要遠大，身
體力行。」路是要
自己行出來，人是
總要向前望。
	

	 從今天起，我以進修學習、增值自己為目
標。中心導師是我最好的良師益友，家人及朋友
是我永遠的支持！」								―	Monica

	 工傷之前，我在一間國際旅行社工作，經

常都要出差到亞太區不同地方。2004年5月14
日，我於工作期間遇上非常嚴重的交通意外，

使我身體多處受到嚴重骨折及創傷，情況十分

危殆，令我好一段日子都在醫院渡過。即使出

院後，我仍要常常往返日間診療所作接受治

療。當時情緒崩潰的我，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

及接受較長期的觀察和跟進。

	 工傷後不但不能上班，就連洗澡換衣服

這樣簡單的事情也幹不來。我很想盡快重返工

作，可是，工傷的後遺症嚴重影響我的生活。

為了盡快康復，我不惜花上四年多的時間做物

理治療及職業治療，只可惜這一切功夫對病情

都沒有太大幫助，傷患仍未復原。		

	

	 在2008年的時候，職業治療師為我介紹「
工人健康中心」的服務，再加上親友們都鼓勵

我應嘗試多些接觸其他朋友。於是，我便踏出

第一步，參與中心舉行的「生活重整小組」。

在參加小組期間，我不但認識了與自己同病相

憐的人，小組的活動更增添了我重投社會的信

心。雖然大家的情況都各有差異，但大家對工

傷後的遭遇及長期痛楚都很有共鳴，會特別明

白大家的想法和感受。工傷後的我經常給自己

很多逃避問題的藉口及很快便選擇放棄，經過

中心姑娘的輔導和小組中所訂立的「每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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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後，不但讓我了解到自己的能力，更逐步建

立自信，使我對重投社會打了一支最大的強心針！

初時，我也害怕若未能完成行動計劃會很尷尬，但

過程中，發現痛楚不但沒有想像中的嚴重，還帶給

我很大的滿足感！「慢慢地放下柺杖，讓自己有信

心不倚賴柺杖也能四處活動」是我為自己訂立的行

動計劃，經過慢慢的練習及嘗試，我漸漸放下了倚

賴多年的柺杖，重拾走路的信心。後來，想不到工

傷後的我竟然可以在小組旅行中，再次踏單車和放

風箏，甚至連痛楚及不快的感覺都忘記了！

	 工傷之後，家人和朋友對我的支持及關心實在

十分重要，是我重拾信心重返工作的關鍵。因我一

直覺得人若不工作，就好像一副「生銹」的機械。

而且在小組完結後，我看見有些組員參與「職業傷

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並開始陸續投入新工作，這

喚起了我尋找工作的決心。後來透過朋友介紹，

我亦找到一份旅行社的工作。起初只需上班半天作

過渡期，現在的我已能全職工作。同時，每早上班

前我都會做半小時的伸展運動，保持身體健康。現

在，我的目標是希望日後可以完全重拾從前的工作

職責，我想再次出差到外國接洽海外的客人。

	 現在工作變得忙碌起來，但空閒時我仍會相

約家人及朋友飲茶，或到郊外走走，假期時更會到

外國旅行，擴闊視野！現在，柺杖再用不著，我亦

覺得自己轉變了許多，重新感覺到自己是社會的一

份子。

（文章來源：「改變帶來希望」活得快樂我作主–職業傷

病康復工友個案分享）

	 以下是從「改變帶來希望」一書撮錄出的其中一個故事，此書乃記載一群職業傷
病工友在面對工傷時的打擊時如何重拾信心、作出嘗試及改變後所帶來的正面成果。

社
區
職
業
康
復
專
題

重拾信心‧找
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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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模式在 9 0
年代開始已經被推行及實踐。該培訓模

式深受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的推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
推行時均取得正面的效果。中心為了幫助

本港及內地的機構改善職業健康的狀況，並

提高有關培訓的成效以加強前線員工參與職

業健康的關注，於是便在該參與式培訓模式

注入本地元素並加以改良，從而發展出一套

適合應用於本港及內地的職業健康培訓模式	

–	 普思(POHSI)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
劃。普思強調管理層與前線員工的雙向互動

交流，亦著重員工的直接參與及回饋，以共

同建設一個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為目的，使

機構能夠持續地發展及提升職業健康文化。

	 基於中國的社會制度及傳統文化的影

響，不少內地的企業或機構普遍選擇單向及

由上而下的培訓模式，對員工參與職業健康

培訓的概念較為陌生。有見及此，中心在過

去數年開始接觸不同的企業及機構，積極推

廣普思計劃。兩年前更在慈善基金會的資助

下，開始探索員工參與職業健康培訓模式在

內地的可長遠發展，並評估該模式的成效。

	 	 	 	

	

	

	

	

		

	

	 	 	 	

	 中心與合作伙伴（如廣東省工傷康復

中心）在計劃推展期間共為內地超過6 0間
工廠提供職業健康培訓。為了對比傳統的培

訓模式與參與式培訓模式的差異，中心安排

其中一半工廠接受「傳統單向模式」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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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另一半則運用「普思參與式職業

健康培訓」。而當培訓完成後，分別會於培

訓即時、培訓後三個月、以及培訓後一年作

出跟進及檢討，並就兩種不同的培訓模式的

成效進行比較。計劃資料分析初步顯示，參

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和傳統模式的職業健康講

座能提高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知識(Knowl-
edge)、態度(Attitude)及行為(Practice)，但
參與式培訓所得的效果比傳統培訓模式更為

顯著。同時，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能降低企

業的工傷發生率，整體的成本效益亦比傳統

的培訓模式為高。

	 除了推行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

外，項目進行期間中心亦成功推動內地的工

廠持續發展職業健康的工廠，包括成立或強

化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職安委）。新組成

的職安委有別於傳統的架構模式，籌備過程

中中心主動邀請前線員工參與不同階段的準

備工作，增加前線員工與管理層意見交流的

機會，促使雙方能夠表達和理解對方的立

場及想法。而當職安委正式運作後，中心代

表會列席參與職安委會議並給予意見回饋，

亦會在稍後的日子回訪工廠與相關者進行

訪談，以了解委員會的運作情況和前線員工

及管理人員對普思模式的評價。令人鼓舞的

是，參與的企業及員工均認為引用員工參與

的概念能提供溝通的平台讓員工和管理層一

起參與討論如何改善工作環境。而前線員工

也表示參與過程中增強了他們對於職業健

康的關注和知識，讓他們能夠更主動和容

易與管理層溝通，就工作環境提出可行的

持續改善建議。

	 從計劃收集得來的資料數據及意見顯

示參與式職業健康安全培訓模式對內地的

工廠企業及員工均具有正面的效益，因此

中心會繼續致力推廣普思計劃，期望在內

地各地能夠逐步建立員工參與職業健康發

展的模式，讓更多的工廠企業受惠並長遠

支持內地工傷預防的持續發展。

		
（資料整理：尹晞雯）



12

	 每年中心都會舉辦「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畢業典禮」來表揚一班工傷康復工

友，為重返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次畢業典禮以「拼搏˙闖未來」為主題，喻意工友在

完成再培訓課程後，憑着工友個人的堅毅意志，努力不懈的拼搏精神，在新的工作崗位

上發放光芒。為此，中心在此誠意邀請各界人士蒞臨參與，共同分享再培訓學員成功重

投工作的喜悅，感受工友於職場上努力拼搏的精神。

詳情如下：

日期：2010年10月9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15分至4時30分

地點：九龍窩打老道23號

											城景國際	(前青年會國際賓館) 2樓水晶廳

內容：1.	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畢業典禮

	 2.	工傷康復大使委任儀式

	 3.	茶聚

嘉賓：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	(培訓服務)						 馬芷博士	

							 勞工處副處長(勞工事務行政)														 黃國倫先生	JP
							 平等機會委員會機構傳訊及培訓主管						 王珊娜女士

							 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勞工代表)												 崔世昌先生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																			 周永信醫生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康復指導委員會委員					霍佩珠醫生

工健動態―改變帶來希望書本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多年來關注職業傷病工友於康復過程中的需要，了解到康復過程

中，部份工傷工友除了需要醫療方面的援助外，同時亦很需要各種心理社交支援。承蒙		

香港公益金撥款資助，於2007至2010年推行為期3年的「活得快樂我作主」―職業傷病

工人社區共融照顧計劃。透過進行「生活重整小組」，讓工傷工人學習以樂觀正面的角度

去迎接工傷所帶來的轉變，適應生活上的限制，從而積極準備未來的生活及工作路向。同

時，亦增加工傷工人對掌握生活的成功經驗，提升

他們的自信心。

	 為了讓各界社會人士一同分享職業傷病康復

者作出改變後所帶來正面的成果，中心特意出版

一本命為『改變帶來希望』―活得快樂我作主職

業傷病康復工友個案分享文集，以分享職業傷病

工友突破限制，能夠適應後遺痛症、重拾自信、

重新建立成功及快樂生活的點滴。	



04/04 港專裝修玻璃，兩工受傷 明報

09/04 貨車尾板險夾斷女工腳 東方

12/04 跣腳滾落斜坡，工人骨折 東方

15/04
怡東酒店工人，吸氣體昏迷命危 明報

鑽探機爆喉，工人變炮彈 東方

21/04
整電梯夾死人，維修工墮槽慘變三文治

東方
油輪機房爆炸，工程師死

22/04 切割機，壓扁工人四指 東方

25/04 工人裝天花燈，疑觸電墮地亡 明報

26/04 清潔工滅蟲墮坡傷 明報

02/05 天氣回暖，工人貨倉中暑 明報

06/05 社工壓力大，領帶吊頸尋死 東方

07/05
風炮滲水，豪宅工人電傷 東方

墮10層樓半天吊，地盤女工命危 明報

08/05 污水廠硫化氫超標，4工人中毒 明報

10/05 200公斤壓頂，機場工昏迷 東方

11/05 兩船員避吊釣，墮5米艙輕傷 明報

12/05 冷氣槽塌下，老工人遭削耳 明報

19/05 夾死長髮女 工場乏安全設備 東方

20/05
捲熨機少女裁死於意外，官促推發牌制，規管工作環境

明報
中電抄表員離奇墮電梯槽亡

21/05
充氣谷爆胎，車房黑工重創 東方

地盤工捲田螺車底輾斷腿 明報

22/05
水淋滾鑊圖降溫，蒸氣傷女工手面 明報

髹天花斷梯，工人墮地傷 東方

28/05 交警失右腳，教兒更堅強 頭條日報

01/06 滾下樓梯未能呼叫，聾啞清潔工失救亡 明報

07/06 商場惡鼠咬清潔工 明報

11/06 點心師攪斷兩指 明報

19/06 吊船遇怪風亂擺變海盜船，兩工人21樓『吹上』30樓險 明報

22/06 440磅鐵鏟急墜壓工人 東方

02/07
女工滑倒滾水燙身 明報

鉸位鬆脫，印傭連窗墮斃 東方

04/07 躉船鋼纜，絞斷工人兩指 東方

09/7
救起墮潭女，勇社工溺斃 明報

新牌仔撞欄，女工遭殃 東方

15/7
200磅電工爬梯跌死 東方

五金店東主遭50鐵通壓腳 明報

17/7
車斜台失衡翻側，噸重貨箱壓死司機

東方
工人修斜坡，墮下撼傷頭

20/7

搭棚工墮樓，墮花槽保命
東方

紮鐵工暴曬，中暑猝死

貨車溜前撼更亭險殺保安 明報

22/7 豪宅冷氣槽噴火，燒傷技工 明報

25/7
爆玻璃傷兩裝修工 明報

三宗工業意外，四人受傷；工友卸貨遭鐵鈎扯甩右耳 東方

28/7 職訓局新校墮物，工人傷頭 東方

職安剪報 (2010年4月至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