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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 貧窮與健康

	 在日常工作中，中心前線同事經常會與基層工人接觸，不論是在推廣工傷預防，還是在提供工傷康復服
務的工作上，同事們都會經常為著基層工人的處境而感到憂心。在工傷預防工作上，看到一班工作時間長而
收入並不高的基層工人，了解到他們最引以為傲的，是仍然能靠著自己的雙手去賺取基本的生活，以養活一
家大小，即使在經濟差而生活艱難的日子裡，他們總是抱著一分希望，是將來自己下一代能接受到更好的教
育，不再需要過著艱苦貧窮的生活。而在中心同事講解一些職業健康自我保護的方法時，他們亦非常希望在
工作中有所保障，可惜的是即使明知長時間工作及過度的體力勞動長遠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卻為著生活
而只能「見一步行一步」。

	 當基層工人連最基本的健康都因為工作而失去時，除了對於自己的身體受傷有所憂慮，害怕未能照顧家
庭外，連帶那份生活的動力及信心都會大受打擊，當中存在著一份很大的哀傷，對於身體、對於工作、對於
社會，感到無力、感到挫敗、感到不公平，讓受傷工人及家屬感到折磨。而中心的董事及同事多年來付出了
百份百的努力，希望能激勵一班受傷的基層工人，重拾自我及對生活的信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是一個很小的非牟利團體，力量有限，但一班董事及同事們卻為著我們堅信的宗旨：
保障工人健康，而努力了二十多年。可惜的是，當香港貧窮問題愈來愈嚴重，工人為著糊口而需要長時間工
作時，背後所付出的，除了是體力勞動外，亦付出了寶貴的健康。

	 對於政府的施政報告，早已沒有期望所以亦談不上失望，只是當看到一班基層工人的生活處境，心中仍
然有所戚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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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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0年1月29日發生的「土瓜灣塌樓

意外」事件中，由於倒塌下的舊式樓宇碎

片及瓦礫明顯地含有石棉物料的危機，因

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對是次救援行動及後

期清拆行動的相關人士，甚至行經此處的

途人或鄰近居民亦有機會接觸石棉塵所

引發連串的石棉職業健康問題表示高度

關注。

	 由於事件中涉及的相關人士眾多，包

括有消防人員、醫護人員、警員、清拆工

人、附近居民及途人都有可能吸入瓦礫碎

片內的石棉塵。鑒於當年發生的紐約世貿

中心倒塌的事件（ 9 11事件）中發現有前

線醫護人員懷疑於該事件的救援工作中吸

入石棉塵，從而引致間皮瘤疾病，並於數

年後去世的案例。若石棉塵被人體吸入，

會長時間沈積於肺部，損害肺功能。而且

早期病徵未必明顯，加上潛伏期可長達40

年，一般人不會輕易察覺得到。

	 勞工處及環境保護署表示曾於塌樓現

場抽取空氣樣本化驗，在立法會會議（五

月十九日）上公報測試結果顯示石棉於環

境空氣濃度全部低於最低量度限值，但卻並

未清楚列明每次從環境空氣中收集的樣本

所含有石棉纖維的實際數字，亦未顧及相關

人士在該地點的工作時數，故此不能表示石

棉塵未有對相關人士構成威脅。總括而言，

政府在會議上的回覆並未就空氣樣本化驗結

果公報除温石棉外所涉含其他石棉物料的種

類，亦未有公報空氣樣本中石棉纖維的暴露

量，更在毫無證據之下認為溫石棉波紋水泥

瓦片是屬於低風險石棉物料及其釋出石棉塵

的機會亦較其他含石棉物料為低。

	 此外，就在上址附近工作和生活人士

的健康，政府部門只表示已為有關部門和員

工舉行簡報會講解石棉對健康的影響及一些

應注意的事項；以及引用《工廠及工業經

營（石棉）規例》來概括指出進行石棉清拆

的承辦商須為工人提供入職前及定期身體檢

查。但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事件發生後並沒

有為附近居住的市民、相關工作的人士和途

經的行人進行人數統計，為他們安排身體檢

查和長期定期健康跟進，以確保他們沒有因

釋出的石棉纖維而受到傷害，從而了解此次

事件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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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環境保護署署長在3月11日以書

面回覆本中心有關此事件的信件內亦提及

屋宇署在清拆工程展開前制訂一套控制措

施，以減低清拆工程對環境、工作人員及

公眾健康的影響。但文中沒有明確指出控

制措施具體的實施方法、程序及其成效以

證明可真正達到減少清拆工程時，石棉對

環境、工作人員及公眾健康的影響，那政

府如何證明這些控制措施確實可有效減少

石棉的釋放及足夠保障工作人員及公眾健

康呢？政府表示屋宇署曾大量灑水以減低

石棉塵釋放，但對於透過灑水是否真正有

效減低當時石棉塵釋出其實仍有待證實或

研究，而且亦沒有清楚表明當時灑水的具

體時間和灑水後的跟進工作，如果只有初

期灑水，那水份蒸發後石棉塵不是也會再

次釋放出來？另外，這些含有石棉塵的水

經渠道排出大海之前又有否經過適當的

處理？

	 與此同時，環境保護署回應時指出在

瓦礫中找到的含石棉物料都是以低風險的

溫石棉波紋水泥瓦片為主，並指破碎的溫

石棉釋出石棉塵的機會屬於低。但如上所

述，石棉纖維對人體的危害乃因人而異，

並且與暴露時間有直接關係，基本是沒

有任何安全含量可言；況且，政府從沒有

就有關危害進行研究，亦沒有為收集到的

數據提供實際支持，根本不能界定溫石棉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高低。再者，根據該回

應，除了波紋水泥瓦片為主要含石棉物料

外，是否尚有含其他石棉物料和較高風險

的石棉種類卻沒有被提及。	

	 最後，政府表示全港每年都會處理超

過2,000宗石棉工程，但屋宇署對於全港含

石棉的建築物的具體數字和石棉物料的所

在位置又是否清楚和明確紀錄卻一直未有

對外公佈，實在令人懷疑政府的資料會否

只是被動地依靠註冊承辦商呈報。

	 透過政府的回應，有理由相信政府就

這次事件並未有履行僱主的責任以保障僱

員的職業健康及安全。由於石棉對人體健

康影響深遠，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根除

危害，並透過安排身體檢查和長期定期健

康跟進去了解有關危害情况的發展。因

此，政府應就今次事件為每位相關人士進

行登記，從而跟進及監察他們的健康情

況。本中心促請政府關注石棉職業健康問

題，並應以是次倒塌事件作為借鏡，保障

香港消防人員、醫護人員、警員、清拆工人

和相關人士的職業健康，讓他們為市民服務

的同時避免承受不必要的風險和危害。

（資料整理﹕孫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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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症與我有關嗎？

	 退伍軍人症是由一種名為退伍軍人桿

菌引起的傳染病，此桿菌可存活於不同的水

源環境及泥土，其中水是主要的感染來源。

它們特別活躍於攝氏二十五至四十度的溫水

中，如大廈冷卻水塔、按摩池、噴水池、水

缸及家居呼吸道醫療器材等地方，都有可能

找到退伍軍人桿菌的蹤影。此外，根據英國

衛生防護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汽車水撥儲

水位都有機會成為傳播退伍軍人症病菌的途

徑之一。事實上，這些傳播源頭所涉及到的

工作行業，包括有維修人員、清潔工人及園

藝工人等，倘若他們一不小心吸入帶有病菌

的水點及霧氣就可能會染病。

退伍軍人症個案顯著增加

	 今年證實患有退伍軍人症的個案共有十

六宗，最新一宗發生在今年八月。根據衛生

防護中心資料顯示，由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

的四年期間，每年的確診個案分別有十一、

十六、十一、十三宗，在二零零九卻激增

至三十七宗，感染個案顯然有大幅度上升

的趨勢。此外，感染時間多發生在夏秋兩

季，相信因為這兩季的氣溫較適合退伍軍

人桿菌生長。現時，正值秋季，我們在工

作時更要特別留意身邊可能潛藏此桿菌的

溫床地帶。

水塔為高危播菌源頭之一

	 水塔即是冷氣冷

卻塔，由於很多大廈

多數使用中央冷氣，

我們經常於街道後巷

及大廈天台發現水塔

的存在。此外，水塔

水的溫度較為和暖，

是退伍軍人桿菌生長

的理想地方。如果水

	 退伍軍人症，對大家來說可能

是個陌生的名字，預防意識方面相對

於其他傳染病可能會略低一點。事實

上，引致此症的退伍軍人桿菌卻可以

孳長在水源環境及泥土，在工作時需

要經常接觸供水系統及泥土的人士便

要及早提高警覺，採取適當的措施，

便有機會降低患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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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長期缺乏清潔及保養，很容易就會滋生及

散播此桿菌。故此，一些缺乏維修或保養的

水塔便有可能成為播菌的源頭，而從事維修

或清潔水塔的工人便不可掉以輕心。

按摩池、濾水器亦驗出含菌

	 據報道，去年曾發生一名男子因使用按

摩池而染上退伍軍人症，其按摩池驗出含有

退伍軍人桿菌，是本港首宗因使用按摩池患

病的個案。另外，三年前亦首次發現氧氣機

及濾水器含有桿菌，這些個案顯示出桿菌可

存於不同的水源環境。按摩池、大廈水缸、

水箱及家用濾水器也可能因為衛生程度欠佳

而引致積聚桿菌的情況發生，工人便有機會

在清洗、維修及更換工作的過程中，吸入帶

有病菌的水點及霧氣而患病。

汽車水撥儲水位成播菌途徑

	 根據英國衛生防護中心進行的調查顯

示，退伍軍人桿菌可以潛藏在汽車水撥儲水

位，職業司機感染退伍軍人症比一般人高五

倍。由於水撥儲水位不常清洗，較易導致積

水出現，可能令細菌孳生。調查亦發現，駕

駛者沒有定期把玻璃水加進水撥儲水位，儲

水位含有桿菌的機會達五分之一﹔相反，

若有定期在儲水位加入玻璃水，則有殺菌作

用，並無驗出含退伍軍人桿菌。職業司機要

降低患病的風險就必須定期進行清潔汽車水

撥儲水位，杜絕桿菌的生長。

類似感冒的病徵

	 患者多數接觸帶菌的供水系統及泥土，

並藉由吸入它們釋出受污染的水點及霧氣染

病。退伍軍人症的初期病徵與感冒類似，包

括發燒、氣促、肌肉痛、頭痛、疲倦、腹

痛、腹瀉及乾咳等，此病症嚴重時可引致肺

炎，並導致死亡。另外，一些較高危人士會

特別易感染，如男士、長者、長期病患者、

吸煙及酗酒人士就要格外提防。

如何去杜絕桿菌

定期清洗、消毒及檢查任何供水系統，如冷

卻水塔、按摩池、噴水池及水缸等，都是避

免退伍軍人桿菌孳生的重要一環。但是，要

實行這些定期工作，政府就必須做好各方面

的監管措施，並促請立法監管供水系統的維

修保養及增強巡查次數，以確保業主、租

客及擁有人等相關人士有履行責任，讓供水

系統保持良好的衛生情況及配有完善的保養

措施，避免水塔失修的情況發生。並且，若

發現供水系統長期缺乏清潔及保養的情況發

生，則必須嚴懲違規人士，進一步避免僱員

因維修或清潔時有機會吸入桿菌的機會。

	 另一方面，退伍軍人桿菌亦都可以在

泥土存活，從事園藝工作的人士就必須在處

理泥土時提高警覺，做好預防措施，包括：

在工作時，使用低水壓灌溉花園及打開培養

土包裝袋時，需慢慢打開，並遠離自己的面

孔。此外，當需要搬移盆栽時，記得先把泥

土弄濕，避免塵土飛揚。最後在工作後，必

須徹底洗手，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做足預

防措施。(參考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最後，定期清潔在預防患上退伍軍人

症的措施上實在不可缺少，眼見呈報個案在

零九年有劇增的趨勢，期望政府能夠盡快落

實監管措施，規管業主、租客及擁有人全面

履行責任定期安排清洗及保養供水系統的工

作，避免長期缺乏清潔及保養的情況發生，

繼而保障從事特定行業僱員的職業健康。

（資料整理﹕蕭卓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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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德榮，他身邊的朋友都叫他「肥榮」，小

時候不喜歡讀書，只喜歡跟朋友到處遊玩，或是打

遊戲機。「那時，我讀書唔成，我阿媽就同我講得

三條路揀，一就做廚房，二就做車房，三就去監

房。之後我就選擇了做廚房，十幾歲入行，一做就

做了十六年。」後來，亞榮開始對廚房工作感到有

點厭倦，他就轉做倉務運輸，做了差不多兩年的時

間，有一天他工作時突然發生意外弄傷腰部，頓時

不能工作。談到工傷，不少工友也覺得這是人生的

低潮，但他卻說，「工傷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為人生展開新的一頁
	 「肥榮」上新工作的前一天，他的心情份外

開朗，這份新的工作是電話推廣員，是一份可以發

揮到他才能的文職工作。起初，他根本沒想到自己

可以轉到辦公室工作，「我讀到中一，無學歷，英

文又唔叻，做咗十幾年體力勞動工作，點會想到有

人會請自己做寫字樓。」阿榮認為他可以有今日，

不是單靠自己個人的力量，而工傷就是他過新生活

前的轉捩點，這段日子身邊多了很多好朋友，而阿

榮也陪伴他們一起走過這段不平凡的日子。

	 機緣巧合下，他在醫院看到中心介紹「職業

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的單張，接著便前往中心

參加課程簡介會，相隔了近兩星期後，中心的姑娘

便安排他到中心正式上課。

真心真意的好朋友
	 「起初去到簡介會都覺得悶，之後課程正式

開始時，啲內容又比我想像中好，又教我們處理痛

楚、壓力，我慢慢開始喜歡了上堂。」上課期間，

「肥榮」經常相約同學們一起去飲茶，或到勞工處

找工作。阿榮十分珍惜跟這班於中心上課時認識，

並形容為「真心相對」的朋友之間的友誼。而他更

表示最開心的是在這個課程中學懂了電腦及上網，

更學識了發電郵給朋友和姑娘。

積極面對 積極參與
	 事實上，在「肥榮」積極的背後也曾經歷了

一段低沈的時候。他的生活完全改變，有一段日子

他是很不習慣。「嘩！生活梗係完全改變很多啦，

以前平常時間就返緊工、做緊嘢，但係工傷之後「

攤」咗喺屋企，成日都瞓啦，望住四幅牆，感覺好

慘。」從前的阿榮就是這樣地想。

	 現在，阿榮有這樣積極的態度，他認為全因抱

著勇於嘗試的心態及有中心的姑娘的恊助，他強調

「最緊要的是要行出第一步，如果中心的姑娘幫你

找到工作，僱主也聘用你，但你自己不去工作，是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這世界是沒有不勞而獲的。」

	 在中心，阿榮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他上

了一個由外籍實習社工帶領的自我認識課程，加

深了他對自我的認識。阿榮講述了一次他參加長

者探訪義工服務時之體會，在活動中他認識到一

位九十多歲的婆婆，阿榮跟她十分投緣。「佢一

見到我就好開心，係咁捉住我喎，同我傾計啦，

我問佢幾歲，佢話佢九十三歲，我話你真係唔似

喎「靚女」，我一叫佢「靚女」佢就笑喇。之後

做義工內的兩個小時，她都跟住我，到影大合

照時，佢好似依依不捨咁。三十幾年都未有過呢

種感覺，呢種感覺好溫暖，幫到他們真係好開心

囉。」充實的生活為阿榮帶來了很大的滿足感，

亦令他學會了工作以外的實用技巧，例如：在義

工活動中負責做司儀學會了怎樣策劃活動、安排

人手、預備材料及地方等。對這些經驗，阿榮真

的感到十分難忘。

	 工傷之後，阿榮的人生觀也改變了，以前他

認為工作是要用去很多時間來換取金錢，但現在他

認為要找一份可以發揮自己專長、才能的工作才有

價值，「因為有姑娘的鼓勵和跟自己分析，以前都

唔識這樣想。在這段日子學識了積極面對，勇於嘗

試，自己一個人解決不到的問題，最緊要找別人幫

手，現在有了將來，有了人生目標，而且真係最緊

要行出第一步，這些改變就連我媽媽也看出來，所

以一定要有信心。」阿榮在逆境中展現了積極面對

的精神，並為同一經歷的工友帶來正面的影響，繼

續作他身邊好友的好榜樣。

（資料整理﹕李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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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當全港市民透過電視影像目睹整個救災過程，聽
到生還者的哭泣，香港市民與內地市民一樣，發揮了很大的關愛精神，為整個救災的需要出

錢出力。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亦透過與一直在廣東省的合作伙伴—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攜手合作，關注那些因地震中嚴重受傷而被轉到廣東省接受治療康復的傷員，並聯同成都市

第二人民醫院，於當年12月份在成都市建立了地震傷員康復項目團隊，為那些離開醫院回到
社區的傷員，進行康復個案管理的積極跟進，從而協調醫療康復及社區資源，提供殘疾的心

理調適服務，逐步協助這些傷員回到社區生活。而同時，我們亦與來自香港、台灣以致國際

的救援組織聯繫，希望能盡量為傷員尋找適當的康復支援，靈活地透過個案、小組以致社區

康復跟進手法，從而去配合不同傷員在社區中生活的獨特需要。

	 項目得到香港慈善基金社區伙伴的支持，初步已完成第一階段（為期一年半）的個案密

集式跟進時段，並於第二階段（為期一年）以支持成都合作伙伴建立康復個案管理系統作為

目標，從而達到康復知識及技術經驗轉移。

	 我們三個合作團體，並於9月16日於成都市舉辦一個名為「四川社區康復經驗交流會」，
邀請到四川省及成都市的政府代表、當地醫療人員、香港台灣以致國際關注地震傷員NGO代
表出席參與，從而分享政府長遠於社區對殘疾人士支援的政策方向、不同NGO的經驗、當地
醫療康復人員的關注、更重要的是邀請到傷員親身分享他們對於康復的體會以及對於未來於

社區中生活的重要關注等。

四川社區康復經驗交流會—

      可 持 續 介 入 模 式 的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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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特別整理了數項由傷員提出的重點，以及不同與會者討論的焦點：

一.	地震受傷後得到最重要的社區康復幫助是什麼？大部份與會的傷員均指出家居環境改造：

大部份傷員都表示家居環境改造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包括無障礙衛生間的改造，使傷員

能於家中生活自理；還有從屋內到門前道路之間坡道的修建等，也使傷員活動範圍增大。

此外，持續的關懷及社區康復訓練，也讓傷員能逐步適應殘疾，並致於走出去與其他健全

人士或傷員聯繫；

二.	與會者對於社區康復介入的重點回應：有與會者特別指出需要為傷患提供個性化服務，從

每位傷員而非機構的角度去提供合適的社區康復支援服務，並需強調在服務過程中必須建

立同理心，才能真正明白傷員的困難及需要；

三.	資源運用是否有重複及浪費：有與會傷員得到多間機構提供康復支援，卻有與會傷員所得

到的較少，當中會議中參與的人員均指出機構之間要加強彼此溝通，從而考慮資源的合理

運用和各機構之間的合作，減少資源重疊，並在能力許可下向一些較偏遠地區的傷員提供

社區康復支援；

四.	傷員對以後康復關注的重點：與會傷員指出他們關注到長遠的假肢維修保養的問題，因為

考慮到若香港台灣以致國際救援的資金或機構撤出後，將如何向本地的機構尋求協助；為

此有個別機構代表已清楚交待他們對於安裝維修假肢的保養維修期，並開始尋求與內地合

作為傷員提供長遠及持續的跟進；而且有機構將會制定社區資源手冊，發放到傷患手上，

希望能減少傷員的憂慮；

五.	本地的康復支援發展：是次與會的四川代表指出期望香港台灣及國際救災組織，能就有關

四川地震傷員的康復支援作出更長遠的考慮，其中包括加強培養本地人才、傳播理念、適

當地利用當地社會資源，從而發展出一套附合當地成本效益及可負擔的康復模式，才能讓

內地的機構以至康復人員持續地為傷員進行適當的跟進。

	 綜合而言，雖然是次交流會議

仍有不足之處，可喜的是交流中各

代表都能坦誠分享，包括在支援傷

員中面對的困難，並透過傷員的分

享作為起點，最後作出一些重點的

討論，讓各與會者能反思我們於四

川支援傷員的重點及不足之處，當

中並沒有任何「作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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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是次會議的討論，我們亦檢視中心與內地合作的四川康復支援項目的

成功經驗因素，包括：

1.	 中心與內地合作伙伴角色定位明智：是次項目中心選擇讓廣東省較有經驗的社區康復人員
作牽頭，香港的康復專家及工作人員作顧問角色監督支援，並逐步帶動四川當地的合作伙

伴及工作人員認識有關工作重要及介入手法；此舉一方面能減少因調派香港專業人員到四

川長期工作的工作文化差異的適應耗時，同時亦因內地的康復人員對於社區資源運用具有

本土經驗，較快及適當地探索出適當的介入手法；此舉亦減少了因要外派香港人員到成都

長駐的交通及薪酬費用，將更多的慈善經費直接運用到聘用內地康復人員上，使計劃更具

成本效益；

2.	 介入重點及手法正確：因著以往於工傷康復的豐富經驗，我們很快就明白到除了身體醫療

康復外，傷員更需要殘疾後心理調適以至回到社區後的生活適應所需；而當了解到大部份

香港或內地的康復機構當時均專注發展醫療康復或假肢裝配時，我們選擇以康復個案管理

模式，一方面協調傷員尋找適當的康復支援，另一方面主力外展到社區中為每位傷員返回

社區生活所需要的協助進行心理社交調適支援、家居環境改造、以及可持續生計的探索，

並分別運用個案、小組以至社區工作的靈活手法，為不同傷員設計合適的介入方法，逐步

推動傷員能獨立於社區中生活；

3.	 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在成功開展了為期一年半的項目介入後，我們逐步增加四川合作伙伴

對於有關工作手法的認識及帶動他們投入的興趣，故此在第二階段期間，我們將重點更多

的聚焦於協助四川合作伙伴建立自身的康復團隊，以持續地運用康復個案管理的模式，為

當地的受傷人員作出全面的跟進；而因著項目的第一階段本身已由廣東省的合作伙伴同事

探索到一個符合內地成本效益及工作習慣

的模式，故在康復知識及技術轉移上並沒

有出現太大的工作文化或成本效益差異，

從而加快了四川本地團隊的能力建立。

	 最後，在此謹多謝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及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對於是次項目的投入

參與及支持，並感謝社區伙伴對於是項計劃

的資助。

（資料整理﹕盧許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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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上個世紀，國際間不同團體已開

始提出石棉對人體的影響，尤其對呼吸系統

的危害，並鼓勵停用有關產品。當中，創立

自1982年、由180位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權
威學者所組成的獨立組織—拉馬齊尼學院	

(Collegium Ramazzini)	更於1999年提倡全球全
面禁止石棉原材料或含有石棉成份的產品之

開採、生產、進出口和使用。時至今日，全

球已有超過50個國家全面禁止一切石棉產品
的應用，但是仍有大多數國家對溫石棉的使

用沒有予以禁止，甚至不用通報也能出口到

其他國家，情況實在令人關注。

	 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主管Dr. Birnbaum及
其同事認為，現在我們應再一次提倡全球性

的全面禁用石棉。經過11年的時代變遷，越

來越多的病例個案能為推行有關全面禁用石

棉的措施給予充分支持，反對聲音亦將會比

昔日的少。

學術界對石棉危害的研究
	 美國三藩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Dr. LaDou
及其團隊在今年七月出版了一份有關石棉應

用的評論文章，他們透過多份國際文獻回顧

了不同石棉產品的禁用情況和國際間免除

對溫石棉的禁制的相關影響。在該份文章

裡，Dr. LaDou指出早在1977年石棉	 (包括溫
石棉)	 已被世界衛生組織的附屬機構—國際

癌症研究組織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界定為對人體有害的致癌物
質；加上因醫學進步，科學界已對因暴露在

石棉塵中而患上的各種身體疾病	 (大多都是癌

症)	 有著更深入了解，並強調石棉並沒有任何

安全接觸水平的事實。相反，從病例研究中

證實，與石棉有關的疾病在正常生活中卻是

不會出現的。由此可見，那些病人的不幸和

石棉有著絕對而一定的連帶關係。藉著該份

文章，Dr. LaDou重申禁止石棉開採和使用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並強調為著人類的健康和

未來的生活環境，我們都必須全球性全面禁

用石棉。

 Dr. Birnbaum在回應Dr. LaDou的文章時，
亦再強調「石棉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致癌

物，因接觸石棉而死亡的人數約佔所有職業

癌症的一半。為了工人的健康和工作環境的

安全著想，我們應更注重一切有害化學物質

的存在，尤其是石棉這些可致癌物質」。

「不全球禁止，生產和使用只會繼續」
	 現時全球每年的石棉產量估計超過二百萬

公噸，Dr. Birnbaum表示：「有不少仍在使用石
棉產品的發展中國家因資源不足根本不能為她

的國民提供足夠的保護。如果我們繼續把石棉

從工業中帶到日常生活裡，那麼後果將會不堪

設想，受害的將會是更多無辜的市民。」拉馬

齊尼學院亦呼籲全球，「所有因石棉而引致的

健康問題和死亡都是可以預防的，而當中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停止使用一切石棉產品，

杜絕人類與這些有害物的接觸」，而很多

國家已用行動證明使用其他較安全的替代

品來代替石棉產品的使用是絕對可行並合

乎經濟效益。

	 單靠個人防謢設備和工作程序上的隔離

並不足以保護我們和整個社會對抗含石棉產

品的危害，所以我們更應喚起各國對其國民

的責任心，從根本處解決問題，鼓勵一切有

關全球性禁止石棉開採和使用的活動！

（資料整理﹕王俊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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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公河三角洲發展鄰里改善工作計劃

(WIND)》由越南芹苴醫學學院、日本東京職
業安全及健康中心及國際勞工組織東亞分區

辦事處合辦，已在越南推行了十年時間，因

此今年是慶祝此計劃的十週年紀念，此計劃

旨在透過提供實際可行的培訓予當地農民，

用正面的行動建立一個健康、安全並具生產

力的工作場所。

	 《湄公河三角洲發展鄰里改善工作計劃

(WIND)》是一個國際性年度活動，讓參加
者有機會親身體驗農民的真實工作與生活狀

况，並採用《參與式動向培訓 (Participatory 
Action Oriented Training, PAOT)》方法正是
給予參加者一個切實可行的培訓工具去啟

發及提升當地農民的智慧和知識。曾在亞

洲、非洲、中亞和中美洲 1 9個國家成功
推行的《發展鄰里改善工作計劃》(Work 
Improvement in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Programme, WIND Programme)	是一項改善農
業健康安全和工作情況的培訓計劃。在工作

坊中參加者需要嘗試在農業中推行PAOT，
內容主要環繞「農民積極地參與保護環境的

工作」，大會將其命名為《綠化環境計劃

2008-2010》(Green Environment Programme) 
，當中需要向農民灌輸有關「3R」概念	(減少
Reduce、再用Reuse、回收Recycle)，而PAOT
從中擔當着重要角色。

	 本中心代表孫同祥這次有幸能親身參

與此會議及培訓工作坊，接觸不同類型的農

業工作環境，從中學習到如何更有效組織一

系列切合實際需要的培訓內容，這些活生生

的經驗能夠讓參加者在參與式的應用層面上

獲得更多具創意的概念和見解。這個會議正

好能給予我們一個好機會去回顧以行動為本

的參與式培訓方法的成效，每位參加者都能

從中得到寶貴經驗，透過參考當地的良好例

子及討論所得的各項新意念中獲益；與此同

時，這次POAT的經驗對於我們應用於本港及
國內機構的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有重要

的參考價值，亦希望透過這些經驗可豐富及

提升我們的培訓內容和成效。

	 在此希望《參與式動向培訓 (Participatory 
Action Oriented Training, PAOT)》可以在各地
的不同行業不同環境持續應用，讓更多的在

職人士能夠參與改善與自身相關的職業健康

及安全問題，從而達致持續降低職業病及工

傷意外發生的目標。

（資料整理﹕孫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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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中心一直為工傷員工提供工傷康復支援服務，為他們提供康復輔導及就

業支援等。透過多年來提供服務的經驗，中心相信若能盡早協助他們了解工傷後

可能面對的問題，並透過個案管理手法，與工傷員工共同討論合適建議和方案，

可減輕他們工傷後經歷康復過程、工傷補償程序，以及與不同相關人士溝通的壓

力和疑慮，從而提升他們身心康復及重返工作的能力。

	 這項支援服務會透過小組及個別輔導的模式，讓他們經歷這個康復過程中得

到朋輩間的支持去面對困難，彼此鼓勵達成目標。同時，透過個別輔導讓我們更

能針對個別工傷工友面對的問題，從而了解工友的需要，並提出適當的建議及協助。

	 故此，我們已於今年6月份開始了為期約四星期的小組及期後的個別輔導，

讓那些穩定及已接受基本醫療康復的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提供個案管理服務、康

復諮詢及輔導、提供復工前的身心準備、建議如何與僱主保持溝通、工作分析及

配對、提供工地探訪及工作環境評估、討論返工安排、及復工後的跟進等。我們

會繼續舉辦此項服務協助他們提早認清方向，重新定位，為重投工作做好準備，

再次融入社會。

（資料整理﹕黃雅文）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早前獲余兆麒醫療基金撥款購買兩套可携式

體能評估儀器  (Chatillon Digital Functional Capacity Evaluator)，

以便為工傷康復者重返工作前作出體能評估，深表謝意。如有意瞭

解工傷康復者重返工作安排，歡迎致電2725 3996與康復組聯絡。

（資料整理﹕游妙嫺）

工 傷 康 復 適 時 重 返 工 作 支 援 服 務

鳴謝余兆麒醫療基金撥款「體能評估儀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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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4年起，本中心成為僱員再培訓局
委任培訓機構，獲撥款開辦「職業傷病康復者

再培訓計劃」，透過課程協助職業傷病學員瞭

解及面對工傷或職業病後的生活適應及就業問

題，協助他們重投社會工作。每年中心都會舉

辦「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畢業典禮」以

表揚一班曾在中心參加再培訓課程的工友所付

出的努力。

	 二零一零年度「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

計劃畢業典禮」已於十月九日，假油麻地城景

國際（前青年國際賓館）順利舉行。今年的畢

業主題為「拼搏．闖未來」，中心非常榮幸邀

請到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培訓服務）馬

芷博士、勞工處助理處長（僱員補償）葉以暢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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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代表）

崔世昌先生、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董事葉富強醫

生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職業康復指導委員會委

員霍佩珠醫生為主禮擔任主禮嘉賓。當日亦邀

請了醫護界、僱主和新聞界等界別人士出席，

加上畢業學員及家屬等，約有120人出席，場
面非常熱鬧。

	 「拼搏．闖未來」的主題是喻意工友在

完成再培訓課程後，憑着工友的個人意志，

努力不懈的拼搏精神，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放

光芒，為自己的事業繼續打拼。畢業學員透過

主題活動，分享從工傷到重返工作的心路歷程

及重返工作後的點滴，充分表現出工友們在工

作間積極的拼搏精神。當中更有工傷康復大使

參與主題活動，表現出學員於畢業後在工作間

發展的持續性，實在令人感到鼓舞。此外，今

年共有2間及12間公司分別獲中心頒發「最佳
僱主獎」及「合作伙伴僱主獎」，以感謝及表

揚他們一直對中心及畢業學員的支持。

	 典禮當日，各畢業學員聚首一堂，穿上

畢業袍拍照留念，有說有笑，場面熱鬧。我們

謹代表中心多謝各界友好合作伙伴的支持及參

與，亦希望畢業學員繼續發揮拼搏精神，為未

來而努力！

（資料整理﹕何曼婷）



02/8 鋸樹斷木彈飛擊工人 明報

05/8 盡責好爸爸帶病開工猝死 明報

06/8 無牌駕剷車，工人翻車壓死 明報

07/8 酒樓塌招牌，兩工人傷 東方

10/8 遊覽船工人滾落梯級傷 東方

13/8 連棚架墮地兩工人傷 東方

15/8 修25呎護土牆，工人跌斷腳 明報

17/8 高空跌銅管，擊斃水喉匠 東方

18/8 港鐵外判工，觸電『陽毀』 東方

19/8 家中支柱，印裔油漆工墮樓亡 明報

21/8 鐵鈎擊頭，船工重傷 明報

25/8 高鐵地盤工墮坑 明報

26/8 機場空運中心，貨箱夾死職員 明報

28/8
工人墮泥頭車命危 明報

工人誤掘電纜燒傷 東方

29/8 清潔工墮垃圾槽，慘變堆填料 明報

05/9 油壓唧翻側，工人車底壓死 東方

14/9 跟車工誤踏刺胎器浴血 明報

19/9 西環『維壹』地盤工，紮鐵墮樓亡 明報

21/9 貨船大爆炸，烈燄傷13消防 東方

25/9
地盤塌泥，埋工人下半身 東方

泵爆車胎炸飛，工人短暫失憶 明報

27/9 損傷醫療負擔一年8.9億 明報

28/9 修車工遭小巴壓斷腳 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