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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 

職業健康—豈容忽視
	

	 在此乍暖還寒的春天，近來了新春佳節，在此謹向各讀者送上祝賀，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本期的職業健康，撮錄了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於2010年11月舉辦的「國際工傷預防

及康復會議2010」的重點，讓各讀者能分享到最新的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動態，並特別注意	 國際職業健康委

員會主席	小木和孝博士於會議上分享他多年來在國際間推動工傷預防的經驗。

	 同樣重要的是，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 剛發表了一份意見書，積極關注加拿大政府討

論資助企業開採其白石棉礦業，並提出此舉會將石棉的危害輸出予亞洲發展中國家，正好響應《亞洲禁止石

棉網絡》於去年年底對於加拿大政府漠視其輸出石棉對於工人帶來危害所提出的抗議。

	 最後，中心因應香港衛生署於2010年9月發表首份就香港居民在意外損傷方面的統計調查報告，當中就

有關職業損傷方面的調查數據結果，對比香港勞工處所公布的《職業健康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發現勞工

處的資料跟衛生署所公布的數據相差甚多，就兩份統計內容作出比對後，會發現香港勞工處的數據並未能真

正反映實況，勞工處實應檢討其每年有關職業工傷亡個案數字的統計算方法，將真相揭開，才能讓社會大眾

監察及督促改善香港的職業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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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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衛生署在2010年9月13日發表了首份

就香港居民在意外損傷方面的統計調查報告，

該調查在2008年4月至7月以面談方式抽樣訪問

了超過9,000名人士有關他們在調查前12個月內

令日常生活受影響的「非故意」損傷經歷，包

括受傷部位、地點、原因等。	

	 而就有關職業損傷方面的調查數據顯示，

在有酬工作時發生的損傷事件已計有超 過 1 3
萬 宗 ， 涉 及 人 數 約 1 2 萬 （ 衛 生 署 《 二 零 零

八年意外損傷統計調查》 P. 1 1 0 - 1 1 1 ）。但

據香港勞工處在2007年及2008年公布的《職業

健康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香港所有工作地

點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卻分別只有43,979宗和

41,900宗（勞工處《職業健康安全及健康統計

數字2008》P.3），它們都跟衛生署所公布的相

差甚多，計有超過3倍。

	 那為何兩個政府部門在工傷數字的統計上

出現這麼大的分歧？究竟哪個部門公布的數字

才能正確地反映現時香港行業間的職業健康安

全（下稱「職安健」）水平？現在就讓我們為

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因定義不同影響結果

	 我們在勞工處的報告內列明的統計方法

中，發現只有「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由

工作意外引致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3天以上的

受傷個案（包括工業意外個案）」才會被有關

當局記錄和計算（《僱員補償條例》第1頁）﹔

但在衛生署的調查過程中，她強調只要該損傷

事件是在進行有酬工作時發生的都會被計算在

內，當中並不會因工傷的嚴重程度而未能從數

字中反映真實情況。

	 因著有關問題，其實衛生署在其《二零零

八年意外損傷統計調查》報告中亦有提出相同

疑問，她們更直接指出勞工處所公布的工傷數

字和其統計方法根本「不能全面地反映這個問

題，因為很多職業損傷的嚴重程度未必足以根

據《僱員補償條例》作出呈報」（衛生署《二

零零八年意外損傷統計調查》第110頁），可見

衛生署在有關立場上的觀點對同是政府部門的

勞工處的統計方法不表贊同。

應更嚴格反映實際情況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下稱「工健」）

自1984年成立以來，一直對於香港行業間的

職安健問題十分關注，對於勞工處的職業傷

亡統計方式一向抱有懷疑，多次希望有關當

局能夠為更確切反映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改

善。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的定義，「任何因工作過

程中出現的非預期的、非經過計劃的工業意外

而導致的人體受傷、生病或死亡」都能被界定

為「職業損傷」，其中的「任何」更直接指出

這定義並不會因為損傷的嚴重程度而被忽略。

由此可見，現時勞工處的統計數字只反映相對

上較嚴重的意外事故，而對於相對較輕微的意

外損傷視若無睹，嚴重漠視和扭曲國際對「職

業損傷」的客觀標準定義，這樣不單有刻意「

報細數」之嫌，亦會產生一個讓人以為本港正

處於一個「十分安全」的經營環境的假象而輕

視、忽略預防職業病和職業傷亡的政策制定和

有關措施的推行，直接增加本港醫療系統的負

擔，從而影響預防職業健康計劃的長遠發展和

香港市民的職業健康安全水平。

	 工健強烈要求勞工處放棄一貫以工傷日數

釐定工傷的錯誤標準，應如衛生署是次調查一

般，把一切在工作時受傷事件都歸納在內，讓

公眾、僱主和各個政府部門能時刻反省，針對

不同的職安健問題作出檢討，共同提升本港的

職安健文化水平。

參考資料：

1. 香港衛生署《二零零八年意外損傷統計調查》
	（網址：http://www.chp.gov.hk/files/pdf/Injury_Survey_2008_Chi_20100913.pdf）
2. 香港勞工處《職業健康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2008》
	（網址：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OSH_Statistics_2008.pdf）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Resulting from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dopted by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October 1998)



	 在11月25及26日兩天的「國際工

傷預防及康復會議2 0 1 0」中，很榮幸

能邀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工傷預防及

康復專家，為與會者分享不少具啓發

性的經驗，亦帶動了許多前瞻性的概念

及話題。與會的海外主題講者包括：

現任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主席小

木和孝博士、來自德國同業工會創傷救

治醫院(BG Trauma Clinic)的Prof. Volker 

Buehren、任職於美國弗吉尼州州立大

學(Virg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

	 工傷預防及康復在內地是一個嶄

新而發展迅速的社會事業。2005年，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和廣東省工傷康復

中心首次合作在廣州舉行「內地與香

港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研討會」，提

供了一次寶貴的機會予來自海外、香

港及中國內地從事工傷預防及康復的

專家聚首一堂，彼此分享及交流工作

驗。透過多年的合作及交流，提昇了

廣東省及廣東省以外的地區，如湖南

省、黑龍江省及四川省的工傷保險領

導及服務機構對工傷預防及康復的認識。

而有關研討會在2010年已正式更名為：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是次研

討會除了邀請來自日本、芬蘭、美國、香

港及內地從事工傷預防及康復的專家擔任

講者嘉賓，更首次邀得台灣的機構成為協

辦機構及於研討會中發言。藉着今期的

職業健康，與各位讀者一同回顧「國際工

傷預防及康復會議2010」以及一系列於

2010年11月21至11月27日分別在香港及

廣州舉行的工作坊。

Prof. Allen Lewis、美國波士頓大學沙金特

學院健康及康復治療科學系(Sargent College 

of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of Boston 

University)的Prof. Karen Jabcobs，以及來自

芬蘭社會事務及健康部─職業健康安全

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Department,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部門顧問

Mr. Hannu Alen。這篇文章除了總結以上各

海外主題講者演講內容的重點外，亦會重

點探討小木和孝博士的演講─「工傷預

防的重要–國際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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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外 ， 亦 會 重 點 探 討 小 木 和 孝 博 士

的 演 講─ 「 工 傷 預 防 的 重 要– 國

際焦點」。

	 小木博士一直致力於國際間職業健

康 及 人 體 工 效 學 發 展 ， 主 要 研 究 範 疇	

為工作量及疲勞評估(workload and fatigue 
a s s e s s m e n t ) ， 以 及 參 與 式 人 體 工 效 學

(participatory ergonomics)。小木博士表示，

採取全面的風險管理及加強員工與僱主的

主動參與性已經成為改善職業健康與安全

在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因此，這促使發展

中及已發展國家建立一套「綜合性策略」

(integrated approaches)去改善工作間職業健康

與安全的情況。「綜合性策略」需要兼顧

工作場所多方面的改善，例如一些因科技

發展或生產過程演變而產生的工作危害，

或者因僱員受聘模式改變而衍生的問題，

亦特別著重於基層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要有效應對不斷轉變的職業健康安全危

害，小木博士認為機構有必要制定新的預

防策略─一個既重視安全的管理制度，

亦保證不同角色能持續地承擔責任，同時

能於工作間實際地改善職業健康安全危

害，從而建立「良好措施」(good practices)
的新策略	

「良好措施」= 一個既適時又能切合本地  

                     需要的綜合性基層預防方法

	 在分享自身經驗的同時，小木博士亦

相繼提出一些關鍵問題，讓與會者思考如

何促進職業健康安全的預防工作：

一、哪種方法能於不同場所中 
      有效地實踐？

	 透過比較不同國家或機構所實施的工

傷預防計劃，小木博士發現了兩種共同的

「良好措施」：1)強調管理多項風險，並

實行有效降低風險措施的「全面性風險降

低方法」，2)強調倡議工作間改良，並透

過協商而獲得自發且實用的改善辦法的	

「合作性改善方法」。小木博士認為，

「參與式」工傷預防方法 (par t ic ipatory 
methods)越來越得到認同是因為它能兼顧

到全面性風險管理以及適用於多種工作場

所。同時，他亦分享到「參與式」方法自

1990年開始，已於多個東南亞國家如菲律

賓、中國、巴基斯坦等地實行，而且這些

計劃都已在不同的工作場所（如中小型工

業、建築地盤、農場等）中被證實能達至

理想效果。當地的工作場所更建立了不少	

設合本地需要的「良好措施」(local good 
practice)，作為日後改善職業健康安全的

基礎。

	 概述了「參與式」方法在不同年代及

地區的發展情況及成果後，小木博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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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如何於機構內推行這個工傷預防

方法。「參與式」工傷預防方法的基

本步驟包括：1)學習其他機構建立的「

良好措施」，並以此為改善目標；2)以
協商形式制訂改善危害的行動計劃；3)
實踐經過調節並設合本地需要的「良好

措施」；4)持續跟進改善成效。總括而

言，「參與式」方法以參考其他機構的

「良好措施」為基礎，逐步地改善職業

健康安全危害，並以較容易掌握的小規

模改善為首要目標。

二、簡單而實際的改善方法如    
      何能減少風險？

	 「參與式」方法重視簡單而實際的

職業健康安全改善方法，一般常見的

低成本改善措施有：減少筋肌勞損的

「以肘關節為工作高度」、隔離機器危

險部份的機器防護罩、減少出錯的標

籤或顏色分類等等。這些措施都是根

據職業衛生學及人體功效學構思而成

的。為研究方法的可信性，小木博士

為曾推行過「參與式」方法的機構進

行數據搜集及分析，並證實了以實際行

動為基礎的「參與式」方法能解決各

式各樣的職業健康安全問題。以在菲

律賓進行的WISE(Work Improvement in 
Small Enterprises)為例，當地工場在福利

設施、物料處理、物理環境等範疇共進

行了1725項改善。在泰國推行的WISE
計劃的數據亦顯示，「參與式」方法的

開支並不高昂，有不少改善措施甚至是零	

支出。

	

三、如何能促進員工參與？

	 透過比較各類方法，小木博士發現以

下三種小組互動方式在培訓時最能提升

員工的參與性：1)展示「良好措施」的相

片；2)使用並討論強調低成本改善的「行動

評估表」(Action Checklist)（見圖2）；3)參
考附有例子以說明如何推行改善措施的指

引手冊。

圖 2 .強調低成本改善的「行動評估表」

(Action Checklist)	–共有30項題目

11.	在處理物料時有提供多層式貨架，可移	

					動層架和升降台。

					是否需要進行改善?	

					□	否						□	是					□	是否優先

13. 使用標籤和不同顏色，使分辨物料或顯	

					示資料更容易

					是否需要進行改善?	

					□	否						□	是					□	是否優先

	 小木博士強調，若能把以上提及的方

法及工具調節至配合本地需要，則更能促

進危害改善。小木博士表示，「行動評估

表」強調即時行動，以及採取效果顯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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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的改善方法，因此已有越來越多的證

據證明使用參與式「行動評估表」能減低

職業健康安全危害。

	 以日本一間曾使用「參與式」培訓以

改善職業健康安全情況的醫院為例，受訓

員工在不同的培訓環節均能使用展示「良

好措施」的相片、強調低成本改善的行動

評估表，以及附有舉例說明的指引手冊。

這個重視多方面改善的培訓方法亦能增加

員工在工作上的溝通及控制感。小木博士

亦發現，在一個病房所實踐的良好改善措

施能於其他病房推廣開去。

			

	 小木博士指出，要有效地推行「參與

式」方法，在培訓過程中導師能有技巧地

協調及促進學員的互動及啓發他們的思維

亦十分重要。培訓導師的重要性在小木博

士的個案研究中已能被證實。

	 最後，小木博士為我們總結以下三個

法則，使我們能有效地於不同工作場所

使用「參與式」方法去處理職業健康安全	

危害：

1)	 以「良好措施」為基礎去降低工作間多	

方面的風險。

2)	 以職業衞生學及人體功效學為原則，重

視低成本的改善方法。

3)	 由導師去協調「參與式」培訓過程，

並使用以行動為本的「參與式行動評	

估表」。

	 除小木博士之外，其他的海外主題演

講嘉賓在會議中都為我們帶來寶貴的經驗

分享。來自德國的Prof. Buehren介紹德國現

行的工傷保險及康復系統，其涵括了醫療

康復、職業康復及殘疾管理的保險制度實

在值得本港借鏡。美國的Dr. Allen Lewis 
則為我們簡介了個案管理在康復領域的角

色、功能及其發展。另外，同樣來自美國

的Prof. Karen Jacobs就介紹了人體功效學

如何應用於工傷康復的層面，並以現實例

子說明如何以人體功效學原則進行危害評

定及控制。最後，芬蘭的Mr. Hannu Alen 
就為我們簡述工傷預防在歐洲的發展，歐

盟對職業安全及健康的重視以及所面對的	

挑戰。

	

	 是次國際會議不但為各位與會者營造

一個意見交流的平台，更提供了一個地區

與地區之間互相學習並借鏡的機會。本中

心期望一眾演講嘉賓的分享能成為與會專

家及機構代表的啓發，使工傷預防及康復

制度在本港以及國際間有更健全的發展。

																										（資料整理：何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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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

     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運用雙向互

動的模式，鼓勵機構的前線員工及各階層的管理人員

積極參與職業健康安全的改善，以推動機構內部的職

業健康安全持續發展。

     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是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

持續改善計劃的重要一環。普思培訓先利用不同工作

場地收集到的職業健康安全良好範例，拓闊參與員工

之見聞，再讓員工實際參與工作場地巡查，並進行小

組討論，集思廣益，就機構內的職業健康安全作出實際可行的改善建議。員工在培訓過程中

所提出的意見及改善建議，可令管理層更加瞭解機構實際面對的職業健康危害及更有效地推

行相應的改善措施。透過前線員工與管理層的溝通合作，並肩改進機構的職業健康安全，達

至雙贏及持續的發展。

    最近，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出版了一本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

訓導師手冊。這本手冊不但介紹了普思培訓的流程、培訓前的

準備，也分享了成功培訓的各項要素及作為培訓導師應有技巧

及知識。凡參加本中心的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的

機構都可免費獲贈導師手冊一本以作參考。

 對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有興趣的機構或人

士，歡迎向本中心的職業健康推廣及培訓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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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的工作坊邀請到來自美國維吉尼

亞聯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康復輔導學系的副教授Dr. Allen N. Lewis
擔任主講嘉賓。兩個工作坊合共有四十多

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參加，當中包

括來自：醫院、社會服務機構及私營企業

的代表等。

	 當病人面對慢性疾病、殘疾及工傷

時，他們或會因未能在心理社交上作出適

當的調適及抒緩情緒的困擾，如：哀傷、

憤怒等…，大部分的病人會閒置在家，甚

至與社會隔離。在「慢性疾病及殘疾人士

的心理社交調適」工作坊中，Dr. Allen N. 
Lewis因應慢性疾病及殘疾人士而介紹了不

同有關心理社交調適的概念及理論，讓參

加者了解心理社交調適的概念，並與參加

者一起討論如何鼓勵和推動慢性疾病及殘

疾人士建立社交支援及促使其生活健康。

	 除了心理調適外，工作能使人（不

論健全或殘疾人士）的身體及心理健

康。研究顯示，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的時

間越長，他們重返工作的機會便越低，

而且更會影響其社交及經濟等。而另一

個工作坊「慢性疾病及殘疾人士的工作

調整及職業支援」，則主要探討影響著

殘疾人士重返工作的不同的因素，而Dr. 
Allen N. Lewis亦介紹了不同的方法讓參

加者去評估殘疾人士在職業上的需要，

從而促進及支援他們逐步重返工作。

當天，參加者亦分享了在香港的工作經

驗，促進了不同地域在工作範疇上的	

交流。

	 透過是次的工作坊，讓參加者了解

到慢性疾病，殘疾及工傷人士在心理及

工作上不同的需要，及學習不同的概念

及理論從而提供適當的支援。大部分的

參加者均表示是次的工作坊對他們的工

作十分實用，中心希望參加者能將學到

的知識實踐及應用到他們的工作上，與

中心一起鼓勵及促進工傷工人適應其轉

變，逐步向重返工作的目標進發。

																																													

		（資料整理﹕何曼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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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工作坊是由國

際職業衛生委員會主席小木和孝醫學博

士(Dr. Kazutaka Kogi)擔任主講嘉賓。

小木博士有豐富的培訓經驗，透過參與

式的培訓和經驗分享，成功鼓勵前線員

工及管理層共同參與工作間的改善，建

立健康且安全的工作環境。

	 日本以工作壓力大見稱，而有日本

的研究學院發現員工參與式的工作壓力

管理計劃有效改善員工的心理壓力。有

見及此，本中心在2008年11月首次在

香港引入參與模式的工作壓力管理工作

坊，而這次已經是第二次在港舉辦有關

的培訓。由於2 0 0 8年的工作坊反應熱

烈，故中心特意將工作坊的時間由第一

次的半日延長至一日，讓小木博士有更

充裕的時間教授和分享他多年來在參與

式工作壓力預防方面的培訓經驗。是次

工作坊獲得共40位來自不同工作背景的

人士參與，有來自私營企業的代表，也

有不少是來自醫療工作行業及行政人員

等的專業人士。

	 職業健康專家認為，要改善員工的

精神健康必須從問題根源入手，因此小

木博士建議應從改善工作的環境去預防

員工的工作壓力。而精神健康行動評估

表(Mental Health Action Checklist)的
應用是是次工作坊的教授重點之一。

此行動評估表是根據科學的手法，收集

不同行業的意見及實際例子而設計，能夠

為參加者提供具體的指引去評估工作間的

潛在工作壓力因素，討論及建議有效的改

善方案。工作坊主要透過行動評估表的介

紹、良好工作間的實際例子的分享及分組

討論，讓參加者親身感受參與式培訓的氣

氛，並就自身的工作經驗交流一些低成本

且可行的改善建議，以減低員工面對的工

作壓力。小木博士在工作坊中亦強調跟進

工作的重要性，必須得到機構管理層及各

員工的支持，改善行動才能得以持續及獲

得成效。

	 是次工作坊繼續獲得參加者的支持，

絕大部份的參加者均認為小木博士的教

學生動有趣，亦認為工作坊的內容恰到好

處，能夠將所學應用在其工作機構中。中

心未來的日子將會將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

培訓模式傳達給更多的機構，從而減少員

工的工作壓力。

（資料整理﹕尹晞雯）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十多年前，將源自

日本的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模式引入香港及

中國內地。透過經驗的累積，慢慢發展出一

套更適合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普思(POHSI)
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讓前線員工更積極

地參與改善職業健康安全。無論是在香港或

內地推行這套培訓模式，都得到令人鼓舞的

成效。因此，希望藉著《2010年國際工傷預

防及康復研討會》的盛會，兩岸四地不同界

別的專家、學者雲集的機會，將參與式職業

健康安全培訓模式介紹給更多不同地區的工

傷預防工作者。	

	 為期兩日的「參與式職業健康與安全

培訓模式」工作坊於2010年11月23及24日

在廣州舉行。是次工作坊由	 小木和孝醫學

博士擔任專題演講嘉賓。約30位來自不同

地區、界別的專業人士參加這次工作坊，

參加者分別來自大學、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局、工傷預防及康復單位、企業和醫	

院等。

	 是次工作坊沿用小木和孝醫學博士的

參與式培訓的教學風格，以實地工作環境

巡查、不同主題的小組討論及輕鬆而具啟

發性的遊戲等形式進行。工作坊內容主要

包括六大主題﹕一）行動評估表應用練

習、二）物料儲存及處理、三）工作崗位

及機械安全、四）工作環境、五）低成本

改善措施與實施及六）工人精神健康。工

作坊首日，參加者到訪一間位於廣州的電

子廠進行實地模擬巡查，使用由小木和孝

博士提供的一份巡查表作實地巡查。參加

者於巡查後分組討論在巡查中找到的良好

範例及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效促進來自不

同地區、專業的參加者的交流。

	 除此之外，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的同

事及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向參加者簡

單介紹了「風險管理概念」及「普思

參與式職業健康安全持續改善服務」，

亦與參加者分享在內地推行普思培訓的

經驗。工作坊期間，無論是小組討論或

是職安健遊戲，參加者的態度都非常	

踴躍。

	 工作坊後，參加者都表示是次培訓

工作坊對他/她們未來的工作發展及推廣

職業健康安全工作有幫助，因為除了可

以加強各地區人員之交流外，亦加強參

加者的相關知識及對各地區相關發展有

了基本瞭解。有參加者表示，工傷預防

工作將會是他們今年工作的重點，但他

們在這方面的工作經驗亦相對較少，透

過是次工作坊的活動，增加他們對培訓

計劃的認識，可運用於日後類似的工作

坊活動，有助他們開展工傷預防工作。

是次工作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平

台，讓來自不同地區、單位的職業健康

執行人員及國外的專家學者互相交流工

傷預防的經驗。

																																（資料整理﹕洪東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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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事故及其引致的人命傷亡仍然

困擾著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展開職業事故的預防培訓及相關項目，

一直是各國減少職業傷亡的主要方法。

而芬蘭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在職業事故

預防方面有豐富及成功的經驗。因此，

是次工作坊，很榮幸邀請了來自芬蘭社

會事務及健康部—職業健康與安全部

門的政策行政顧問Mr. Hannu Alen為講

師，與參加者分享歐洲推行預防職業事

故的經驗。Mr. Hannu Alen	在職業事故

預防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曾參與許多職

業事故預防方案、風險評估、安全管理

的工作及相關研究。

	 是次工作坊共有二十多位來自醫院管

理局、非牟利機構及私營企業參加者。透

過工作坊， Mr. Hannu Alen 向參加者簡

單地介紹了芬蘭在公司或機構層面上的職

業事故預防策略、管理系統、風險評估及

降低風險的措施等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同

時亦分享了其他歐洲國家在推行預防職業

事故方面的經驗。工作坊期間，參加者都

踴躍地參與小組討論及提問，與芬蘭專家

就著職業事故預防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及	

交流。

（資料整理﹕洪東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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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棉是一種存在於自然界中、在二十世紀初曾被廣泛使用的礦物。全球發生越來越多因石

棉而引致的身體疾病，上世紀後期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其對人體帶來的負面影響。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一直以來對於石棉影響人體健康的立場十分清晰：「所有種類的

石棉對於人類來說都是致癌物，只有完全禁絕石棉才能保護公眾的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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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英國和加拿大每年

死於間皮瘤（一種因接觸石棉而引起的肺部腫瘤）	的人數大幅增加二點五倍，而加拿大醫學組織

期刊(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更表示有關統計數字或被低估，因為「針對間皮瘤

的確診和登記過程可能存有漏洞」。從中可見，在國際間全面禁止一切石棉產品的開採、生產、

進出口和使用是刻不容緩的。

	 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的溫石棉（石棉的一種）	 出口國，每年出口約15萬噸溫石棉到不同的發

展中國家（如印度、菲律賓等），如加國政府支持石棉禁用政策，禁止該國開採石棉，可大大降低

全球石棉產量，有助進一步推動全球禁用石棉。但近日加拿大政府卻以「本國能有效地依照指引

安全使用石棉」為由，拒絕同意在該國境內實施全面禁絕石棉的國際性措施（包括石棉出口），這

一舉動引起全球多國政府和不同團體的強烈迴響。加拿大醫學組織及加拿大防癌協會嚴正指出：

「所有種類的石棉都是致命的，加拿大應停止出口石棉引起的疾病到發展中國家。」；英國國際

禁用石棉組織秘書處(International Ban Asbestos Secretariat, IBAS)協調員Laurie Kazan-Allen透露：

「她們說只要在一個嚴密監控的情況下也可以安全地使用石棉，但我們知道這根本是錯的」；亞

洲禁止石棉網絡(Asian Ban Asbestos Network, A-BAN)協調員古谷杉郎(Sugio Furuya)表示「不只是

工人和公眾，很多國家的政府和政策制訂者都不太關注這一致命物質的危害」，他曾在公開信中

指出「我們要停止一切會傷害國外人民的活動」。

	 從今次加拿大政府的否決議案事件，國際間不同機構組織對加拿大政府的行動的反應正如加

拿大醫學組織主席Jeff Turnbull所指：「政府除有責任保障本國國民的健康外，亦有社會責任去保

障外國公民健康。」

（資料整理﹕王俊鈞）

參考資料:
Kirby T. Canada Accused of Hypocrisy over Asbestos Exports. The Lancet. 2010 December 9;DOI:10.1016/S0140-6736(10)62242-8. 



01/10 鋸樹斷木彈飛擊工人 明報

02/10 天降玻璃雨，棚工刺頸重傷 明報

09/10 潛水修車葉，船長溺斃 東方

12/10 驗昂坪纜車，技工遭撞傷 東方

14/10 超載貨車撞傷兩人 東方

15/10 的士撞死路中渠工 明報

15/10 幕牆玻璃吊運中粉碎2傷 明報

19/10 撞飛車斗工人，墮地昏迷 東方

21/10 修樹工人遭斷枝擊穿頭 東方

27/10 棚工鐵管擊頭墮一層樓 明報

30/10 技工墮3米電梯槽 明報

31/10 維修工角電梯槽，跌斷大腿 東方

02/11 連環車禍險夾死工人 東方

10/11 海關基地爆氣樽傷關員 東方

11/11 棚工墮樓傷 明報

12/11 泥車飈撞工程車隊，工人險爆頭 明報

17/11 磨機界碟飛出割工人臉 明報

18/11 工人墮水渠險沖出大海 東方

18/11 技工倒豎葱夾死電梯槽 明報

21/11 社工疑不堪力跳樓亡 明報

22/11 小學女教師跳樓亡 明報

26/11 技工點火測漏氣，釀爆作兩人傷 明報

27/11 貨櫃頂墮下工人命危 東方

04/12 碎片濺雙眼裝修工恐盲 東方

06/12 工人遭貨櫃撞頭，墮船艙亡 明報

09/12 精神工傷，議員促擴大補償 東方

10/12 七旬女清潔捲車底危殆 東方

17/12 橫過收費亭，隧道女職員捱撞 明報 

21/12 工友救工友，揹百級樓梯 東方

24/12 二樓墮電梯槽底，技工骨折 東方

31/12 跳天台逃捕，黑工跌傷 東方

31/12 電線爆火花，灼傷工人臉 東方 

01/01 外牆油漆工跌防墮欄輕傷 明報

01/01 6噸玻璃壓暈搬運工 明報

01/01 抬輪椅傷左軀致殘，侍應被炒控酒樓歧視 明時

04/01 直升機吊索觸電纜降火球傷人 明報

06/01 櫃車甩箱險壓死可機 明報

08/01 貨車撞翻，工人拋出 明報

10/01 哥士的洗爐灼傷女工 東方

12/01 裝窗玻璃，工人三樓墮地 東方

13/01 劏魚剌手，僱主遲報工傷 東方

14/01 外賣電單車翻車，撞傷無證女途人 明報

15/01 女魚眅遭碎冰機割手掌 東方

17/01 電箱爆炸，兩電工三成燒傷危殆 明報

18/01 高鐵地盤意外工人壓死 東方

29/01 兩噸啤機，夾人肉三文治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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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地點：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23號城景國際酒店

海外主講嘉賓：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Work Stress Management 
Publication: “Stress Prevention at Work Checkpoints”
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壓力管理最新出版資料介紹：預防工作壓力檢查法
國際勞工組織(ILO)勞動保障部前總監 井谷徹醫學博士

本地主講嘉賓：

香港的工作壓力問題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系主任 蕭愛鈴教授

工作壓力與肌肉骨骼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講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醫療及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陳智軒教授

精神科的關注：工作壓力及與工作相關的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
精神科顧問 潘佩璆醫生

醫院管理局的工作壓力管理計劃
醫院管理局高級經理 (中央人力資源) 蕭嘉韻女士

惠普與其中國供應商於內地的工作壓力管理計劃
惠普亞太區 (香港) 有限公司亞太區供應鏈社會及環境責任經理 黃偉雄先生

「普思」培訓—員工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計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項目經理 孫同祥先生

語	 言：廣東話 / 英語—文字資料以英文為主

持續專業進修(CPD)學分：待定

費	 用：港幣600元(費用包括自助午餐、早上及下午茶點、出席證書)

查詢報名：2725 3996與 石小姐聯絡 或電郵至reg@hkwh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