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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12版權所有	

關注戶外工作者在炎夏工作的職業健康
	
全球暖化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香港也變得愈來愈熱了。需在炎夏工作的工人慘受酷熱之

苦，嚴重危害他們的健康，甚或會導致死亡。為喚起政府及社會公眾對他們的關注，今期的

月刊特以此為題，介紹工健為戶外工作的工人所推出及供智能電話持有者下載的「酷熱指數

應用程式」。

此外，服務業的職業健康問題仍然嚴重，本刊特別報告工健與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進行的

香港物業管理保安從業員職業健康問題的研究。

工健動態方面，本期刊物重點介紹工健預防石棉沉着病的教育工作和早期工傷工友重返工作

的研究，以測試生活教練模式介入手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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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香港保安員的工作現況和有關的職業健康情

況，當中包括從業員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現況和相關

的職業健康問題，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下稱「工

會」)特意與工健一同合作，於2010年11月至12月期間

進行一項研究，從科學角度瞭解香港保安業從業員的

真實職業健康情況，讓各界有更深入了解，藉此提高

公眾對職業健康的關注和提升行內的職業健康水準，

並透過提出有效可行的改善建議，以正面態度鼓勵僱

主提倡改善工作間的職業健康，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是次研究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以問卷調查和在職員工個案訪談

兩種了解香港物業管理保安行業從業員的職業健康情

況。針對是次行動研究所發現的問題和綜合各訪談個

案的心聲，以下為是次研究結果的建議：

1.	 應針對行業情況檢討現有的指引、守則，同時加強

有關條文的執法力度。現有的行業指引和守則未能

涵蓋前線員工面對的問題，當中存有很大漏洞。故

此，我們建議負責監管本港整個保安行業運作的保

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應針對瞬

息萬變的社會轉變步伐和行業經營情況加快配合有

關制度的檢討進度，同時，委員會亦應針對前線員

工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制定更多合適可行的指引條

文和守則以保障員工。為更能聽取行內員工的意見

令有關制度更符合實際需要，建議有關政策的制定

程序應增加工會成員的比例和發言比重，讓他們能

以員工參與方式	 (Participatory	 Model)	 為同業的

職業健康表達意見；另外，針對前文指有關制度現

時並不具實際法律效力，建議制定程序中也加入司

法和執法機構的權力，以協助加強有關條文的執法

力度。

2.	 把職安健支援配套措施及其具體內容作為保安公司

的牌照審批準則中的項目。針對現時保安行業內機

構層面的職安健推廣意識不足，建議委員會把職安

健支援配套措施及相關的具體內容作為保安公司的

牌照審批準則，以保證行內所有公司都有定下相關

的內部指引，尤其針對與工作相關的筋肌勞損問題

和精神壓力問題，直接保障員工的職業健康。與此

同時，委員會亦應加強有關制度的巡查和監督，

不定時到各前線服務單位管理層進行突擊抽驗，

對違規者作出警告甚至檢控，避免有人「陽奉陰

違」，影響政策施行。另一方面，亦建議委員會

應針對從業員的不固定工作時間，加設24小時對

外開放電話熱線，讓僱員和大眾能隨時隨地透過

電話以保密方式向委員會投訴違規的保安公司，

促進行業監管。

3.	 為前線員工定下具體的小休時間及進行伸展運

動。多份國際研究報告都表示小休對減少筋肌勞

損的出現和降低嚴重程度有一定幫助，因此我們

建議僱主為各工作單位制定具體的小休安排。綜

合訪談個案的意見，其實安排一次5至10分鐘的

小休已足夠讓他們放鬆一下，這不僅是肉體的舒

緩，更可藉此放開一直工作帶來的精神壓力情

況。既然行內已有這方面的運作經驗，不妨把它

加入工作守則中，進一步保障各階層員工的健

康，亦能確保員工能得到充分休息。而僱主亦可

藉這段時間安排與員工一同進行伸展運動操，透

過一系列的活動舒緩身體組織的不適徵狀，降低

員工患上筋肌勞損的機會和程度。

4.	 在現有的職安健管理制度上加添員工參與式元

素。透過是次研究，我們從量性的問卷調查和質

性的個案訪談兩方面都發現保安行業的前線員工

對工作情況都有較負面的想法和態度，我們認為

這現象除因為工作本身的壓力所引起外，亦可能

與員工對自身工作的自主性不足有關。在研究中

我們可見受訪員工其實對改善工作地點的職業健

康現況和對正確的職安健資訊有明確的需要，他

們對於如何保障自己身體減低勞損傷害亦有一些

想法和建議。我們建議僱主在現有的職安健管理

制度上加添更多員工參與式這種國際推崇的職安

健持續改善模式元素，讓各前線員工在政策制定

的前期過程和實際施行過程中皆能透過開放的渠

道向職安健政策制定者分享他們的感受和提供一

些低成本、高效益的建議。這不單可大大增加前

線員工的投入度和歸屬感，更可減少因政策施行

後出現問題或偏差而引致需要重新規劃的資源和

時間損失，直接提升各服務單位的工作效率。

我們促請有關當局和僱主關注香港物業管理保安從業

員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及考慮以上的建議，從根本保

障前線保安員的職業健康。

(資料整理：王俊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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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季，香港的氣候便會變得悶熱潮濕，長時間在炎熱的戶外環境下工作，若沒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都會大大增加中暑的機會。事實上，因高溫而引起的中暑個案時有所聞，除較多人熟悉的建築工人、清道

夫、速遞員等戶外工作者屬高危一族外，某些如司機和廚師的室內工作行業所面對的風險亦不容忽視。為了

確保身體健康及工作安全，不論僱主或僱員亦應多了解高溫工作的潛在危險，做足相關的預防工作，以減低

中暑或患上其他熱疾病的機會。

熱疾病的成因
熱疾病的成因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	環境－工作間的溫度、濕度、空氣流動等情況

•	工序－工作是否需要工人高度的體力付出

•	個人－工人是否能適應炎熱的工作環境及所配戴的防護裝備是否合適及足夠

•	其他－體內水分的補充是否充足

症狀 特徵

熱疹

(又稱「熱痱」)

•於面部、頸項、上胸、乳房下面、陰部及

陰囊位置出現紅色丘疹並感到痕癢

•由於流汗過量而刺激皮膚

熱痙攣 •	腹部、手臂及腿部出現肌肉疼痛及痙攣 •由於大量出汗後肌肉疲累及電解質流失而

引起

•通常在酷熱環境下持續進行劇烈活動後的

休息期間發生

•患者體溫可能屬正常

熱暈厥 •頭暈或昏厥 •由於皮膚的血流量上升及血液在腿部滯

留，導致腦部血流量下降

•通常在從臥著或坐著的姿勢突然坐或站起

來時發生

•患者體溫可能屬正常

熱衰竭 •核心體溫上升(高於攝氏37度但低於40度)

，但有些患者核心體溫屬正常

•脈搏急、呼吸淺

•面色蒼白、大量出汗、嚴重口渴

•頭痛、頭暈、昏厥、噁心、嘔吐	

•肌肉痙攣及全身軟弱無力

•因暴露於酷熱環境下或劇烈活動後產生的

水分及／或電解質流失所致

•可形成中暑高熱的嚴重病症

中暑高熱 •核心體溫極高(攝氏40度或以上)

•脈搏急、呼吸淺

•舌頭腫脹乾燥、皮膚變紅、發熱及乾燥，

但沒有流汗

•頭痛、噁心、腦癇發作

•神志不清、失去知覺或昏迷

•核心體溫極高，而身體內部機能開始停止

運作

•一種可致命的病症，須即時診治

熱疾病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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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熱疾病的措施
1.	工作環境

˙讓工人遠離高溫設施及散熱裝置，以減少熱能散發到工作

間。

˙增加空氣流通量，如考慮加裝通風或空調設備，如有水霧

噴灑功能的風扇。

˙避免在猛烈陽光下工作，在可能的情況下，應架設臨時上

蓋，如太陽傘。

˙避免在通風不良的密封工作間內工作。

2.	工作編排	

˙避免長時間在高溫環境下工作。

˙留意天氣報告(包括酷熱天氣報告)。

˙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重新編排工作，並把所有或大

部份體力要求高的工作安排於日間較清涼的時段及陰涼的

地方。

˙把必須穿戴個人防護裝備的工作，安排在日間較清涼的時

間進行。

˙讓工人先行適應高溫環境，才執行全部的工作量。

˙借助工具進行工作，減少體力付出。

˙應安排最少數名員工在酷熱天氣下一同工作，盡量避免單

獨工作，以便互相照應。

3.	作業－休息循環

˙讓工人定時休息或輪流負責不同職務／到不同工地工作。

˙在酷熱時段，盡可能安排僱員在有遮蔭及較清涼的地方小休。

˙提供淋浴／洗滌設施。

4.	飲料

˙提供足夠的含電解質清涼飲料以補充水份及電解質的流失。

˙不應飲用含酒精飲料，同時避免飲用含咖啡因的飲料，例如茶、咖啡。

5.	衣著及防護裝備

˙穿著淺色、寬鬆，並以天然質料製造的衣服，有助散熱和排汗。

˙提供寬邊的安全帽。

6.	為工人評估風險及提供相關的資料和訓練

˙僱主應定時為工人進行風險評估，消除環境中的危害因素。

˙為減低中暑的機會，工人應接受培訓來增加對中暑以及其預防方法的認識，以免健康受損。

在炎熱的環境下，人體容易因大量流汗而出現缺水和電解質不足的情況發生，大大提高從事高體力要求的行

業人士患上熱疾病的機會。為避免員工因長時間在炎熱環境下工作而導致以上問題的發生，僱主有責任為員

工提供理想的工作環境及因應炎熱的天氣而作出相應的適當安排，令他們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

(資料整理：梁善欣)

參考資料：
１．職業安全健康局《綠十字》，第二十二卷，第二期。

２．職業安全健康局《建造業安全健康通訊:	酷熱及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健康》，第38期。

３．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非傳染病直擊	2011	(第4卷，第6期)	》。



2009年環球貿易廣場致命工業意外

去年本中心開始整理過去香港發生的重大工業意外，初步分析及探討三宗與工業化學品有關的

重大工業意外的發生原因、事件在當時社會引起的迴響，以及如何促使相關化學品條例的成

立及修訂等。回顧過去，除了使用工業化學品引致多宗大型工業意外，建造業是另一個高危行業。近

年各大基建工程陸續展開，去年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外亦大幅上升。為了喚起各界關注此行業工人的

職業健康安全，我們僅以建造業意外為題，與大家一起探討幾宗重大建造業意外發生的始末。其中於

2009年發生的地盤升降機槽平台斷裂意外為近年最嚴重的致命工業意外，共奪去了六名工人性命。

今期我們將與大家一起瞭解這宗慘劇發生的始末，及探討此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反響。

2009年9月13日，港鐵九龍站上蓋樓高118層，全球第四高、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發生了一宗

六名工人墮槽慘死工業意外。意外現場為30樓的槽；由於仍未安裝電梯而被暫用作為垃圾

槽，以收集建築廢料和石屎泥頭。槽的臨時工作台以竹棚搭成，中央位置開洞，以方便工人將泥

頭垃圾倒至槽底[1]。六名工人在工作期間，疑竹棚不堪負荷突然塌陷，六名工人連同逾噸重的廢料，

沿着垂直管道的槽凌空墮下，從30樓直墮至10樓槽底，其間更插穿27樓的工作台[2]。六名工人慘

被掩埋在雜物堆中。由於現場環境狹窄，面積僅六平方米，加上現場只有一個出入口，令消防搜救極

為困難，只能用簡單的工具如鐵鏟等工具協助徒手挖掘[3]。消防處更特召了因四川大地震後成立的特

種搜救隊協助，並運用生命探測器到場協助搜救[4]。最後，消防隊耗用五個多小時才能將六名工人救

出，但六人均不幸罹難。

這宗嚴重致命工業意外發生後，勞工處成立六人的專案小組調查意外肇事的原因，調查報告指

出：(一)總承建商及次承建商違反了《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沒有向員工提供及維持不會危

害健康及安全的作業裝置與工作系統，如死者在施工前，是否有戴上安全帶[5][6]。(二)各承辦商亦違

反了《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用竹搭建的工作台是不適當的設施，沒有向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平台
[6]。死因庭証實六名工人死於意外，勞工處徵詢了律政司的意見後，向總承建商發出了48張傳票，而

另外亦向兩間承建商分別發出17及18張傳票[5]。最後，涉案的三間承建商承認49項票控罪名，被判罰

款共	140萬元[7]。

此意外發生後引起社會各界極大迴響及關注，不同機構團體都紛紛發表評論和改進方案。而勞

工處亦在意外發生後展開針對升降機槽安全的特別執法行動，巡查全港各大型地盤[8]。另外，

建造業議會亦制定了兩份關於升降機槽工程的安全指引，建議進行升降機槽工程安全作業所需的預防

措施[9]	 [10]。然而勞工處的執法懲處、加強巡查及制定安全指引，又是否足夠可以防止相類似的意外發

生呢?	這次慘劇背後又有何環環相扣的成因？就讓我們嘗試用「瑞士乳酪模型」(註1)的原理作初步探

討及反思。根據此模型的理論，事故的成因可分四個層面，包括：組織影響、疏於安全監督、導致不

安全作業前情況及不安全作業[11]。每個層面都有屏障來避免因人為疏忽而造成危害，而每個屏障都會

有漏洞，當漏洞排成一線時，就會發生意外[11]。這次意外中，如果承建商不是為了趕工，草草搭建一

個臨時不穩固的工作台，而是依照安全規定搭建平台(組織影響)；如果勞工處曾巡查相關工地並發現

潛在危險，及早要求承建商改正，消除危害(疏於安全監督)；如果工作程序在事前被安全主任確認並

通過風險評估才施工(導致不安全作業前情況)；如果工人有被告知工作台只是一個臨時搭建的平台，

並不穩固，以及平台上的建築廢料已超出可承受的重量，他們將不會進行該項工作(不安全作業)。因

此，如果這四個層面沒有存在上述這些漏洞的話，意外就可以避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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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慘痛的教訓，並沒有減少相關工業意外的發生。隨著各

項大小基建工程陸續展開，工業意外更是接二連三地發

生，工業安全實不容再被忽視。有關當局應全面檢討及完善相關

的安全法例及指引，加強監管與執法。僱主則必須履行保障員工

安全及健康的基本責任，以防止慘劇再次發生。另外，註冊安全

主任在促進工人職業健康安全中亦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除

了提供相關職安健培訓，他們亦需協助分析工作危險、評估潛在

危險、找出危險狀況等[12]。今次意外中，發展商強調事發當日有

安全主任當值[13]。但建造業總工會則懷疑工人是在欠缺安全主任

監管下，由於疏忽監督才引致工作台負荷過重釀成意外[14]。事發

當日，如有註冊安全主任在場監督，又是否能夠避免意外的發生?

該不穩固工作平台並非首次使用，為何安全主任事前進行風險評

估時，沒有找出潛在危險，及時採取改善措施?到底是安全主任未

達應有的專業質素，還是他們礙於要遵照上司命令努力趕工，只

能「隻眼開隻眼閉」地忽視工人安全，以盡快完工?難道為了經濟

利益，就要白白犧牲工人安全，甚至寶貴性命?這一連串問題都是

很值得我們深思及反省。

此外，為免工人因不安全作業而引致意外，加強相關的教育

和訓練，以全面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識亦是重要的一環。現

時雖有要求建築業工人必須考取平安咭才可進入工地工作，但相

關課程的內容較空泛，並沒有針對個別工種特有的職安建狀況，

故效用不大。有關培訓機構實應進行全面檢討及修訂課程內容，

以加強地盤工人的職安健意識。與此同時，職安健的宣傳和推廣

亦需同步進行。現時，勞工處及職安局雖然有印製不同的宣傳海

報及小冊子，但這些宣傳資料是否能有效傳遞至工人亦是一大疑

問。有關政府部門其實可以與相關工會團體合作，透過工會的網

絡接觸更多基層工人，令相關的職安健資料可以直達勞工基層，

以達到更佳的宣傳效果。換言之，要防止類似意外再次發生，實

有賴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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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1990年Reason提出瑞士乳酪理論(Swiss	 cheese	 model)，解釋事故原

因之連鎖關係鏈，此理論強調組織安全與事件預防。每片乳酪代表一

個環節，亦可視為一道防線，乳酪上的空洞是此環節可能的失誤點，

若乳酪上的空洞連成一線，光線即能穿過，亦代表事件發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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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建造業界整體致命工業意外中，「人體從高處墜下」平均穩佔一半，當中

約四分之一涉及「工作平台/臨時支架」的意外[15]。根據香港法例第59I章《建築地盤(安

全)規例》第38B條規定，承建商須採取足夠的步驟，包括設置、使用及維修工作平台；護

欄、屏障、底護板及圍欄；孔洞的覆蓋物；木板路及路徑，以防止正進行該建築工程的任

何地方內有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兩米之處墮下[16]。《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亦規定僱主須

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康[17]。

高空工作－降傘式安全
意外發生後，香港電梯業總工會指出工地現場須有駐場的監督人員監察，防止意外發生。

所有有關工作的風險評估均要由地盤主任在施工前完成[18]。每個工作台除有踏板外，亦須

加有圍板，防止任何工具跌落[18]。另外，工人須在工作時佩帶安全帶，而現時的降傘式安

全帶較過去的半腰式安全帶安全[18]。安全帶包括了懸掛繩，當安全帶與適當的繫穩系統一

起使用時，便構成個人的防墮系統[19]。降傘式安全帶可將人體下墜時的墜力分佈於全身，

從而減輕受傷程度[18]。雖然安全帶可於高空工作事故中，幫助降低損傷的程度，但預防原

理應著重工程控制及管理行政措施，消除工作環境中的有害及不安全因素，個人防護裝備

是最後一道防線。	

“升降機槽工程安全” [9]

意外中的升降機槽，工人只站在用竹搭建的工作台工作是很危險的，而工人亦欠缺安全和

健康知識。職業安全健康局於2010年7月制定了《升降機槽工程安全指引：第1卷》，透過

指引期望日後可減少意外發生，指引內容包括：(一)規劃升降機槽工程(二)提供升降機槽保

護(三)風險評估及施工程序(四)升降機槽平台的設計、建造、使用及維修(五)實施工作許可

證制度(六)提供防墮設施和安全培訓。	

更正啟事

各位讀者：

第152期《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內文所提及的萬寶至實業有限公司應為摩打廠，而非玩具廠。

當中若引起任何不便，本中心深表歉意，並歡迎提出批評及意見。

(資料整理：洪東鳳、李思齊)



討論

在協助工友重投工作的過程中，特別是重投原來的工作崗位，以上2位個案的情況屢見

不鮮。在香港，受傷工人一般在公營或私營醫療機構接受骨科診治及康復治療。於傷患

情況穩定後，醫生會簽發輕工或試工紙，從而鼓勵工人重投勞動市場。可惜，有部份僱

主不清楚如何安排「輕工／過渡期工作」、有些更要求由醫生作出的健康證明才給予復

工的機會。對於工傷工友來說，檢視傷患的癒

合程度、康復進展及需要都是根據醫生的專業判

斷。而醫生亦從醫療角度出發以檢定工友病情的

穩定及是否適合啟動判傷的程序。其實，當僱主

要求員工遞交由醫生簽發的信件以證明適合重返

工作時，僱主/上司必需要提交一份詳列工作崗

位所需的文件，當中包括：職銜名稱、工作職責

描述、職能要求等等；讓醫生能夠作為參考及了

解工作崗位要求，簽發證明文件以證工友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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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工人重返工作的危與機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每年接觸的超過500個個案中，早期工傷個案(即受傷六個月以內)佔整體數

字差不多三成。工傷後，大部份早期工傷工人都期望能盡早獲得適當的治療及康復，重新投

入原來的工作崗位。然而，在整個康復過程中卻遇到不少的疑慮及障礙：如對傷患及康復過

程欠缺了解、處理煩瑣的工傷程序、日常生活的轉變、僱主未能配合及作出相應的工作調配

等，	往往使他們感到壓力及無助。

個案故事
個案一：
陳先生任職巴士司機已長達十多年，在一次車程中因閃避其他車輛切線而發生交通意外，導

致頸部受傷。意外後，陳先生在醫院接受康復治療鍛鍊及骨科專科醫生的診治。經過幾個月

的治療後，醫生認為陳先生的情況已穩定下來，鼓勵他可以嘗試重返工作崗位。因此，陳先

生主動聯絡公司商討重返工作的安排。在整個商討的過程中，公司希望陳先生能夠提供一封

由醫生證明他能夠勝任工作崗位要求的信件。對此要求，陳先生亦嘗試與醫生溝通及懇請撰

寫相關信件。可惜，陳先生遍尋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也未能成功撰寫相關信件。而陳先生至

今亦一直未能成功復工。

個案二：
黃女士在一間長者院舍擔任起居照顧員已差不多五年。在一次把長者從輪椅扶抱至床上的時

候發生意外，跌坐地上。經過醫生的診斷及檢查後，證實她尾龍骨骨折。自受傷以來，黃女

士與上司保持溝通並希望在病情穩定後能夠返回原有的工作崗位。經過數月的治療後，醫生

認為黃女士的情況已穩定下來並簽發輕工紙，鼓勵黃女士重投工作。可惜，黃女士的上司以

院舍未能安排為理由而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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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議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明白到工傷員工能夠成功重返工作，是需要不同

人士的互相配合，包括：醫生、康復治療師、僱主、同事、保險公

司、工傷員工及政府。而當中僱主更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根

據中心多年採用個案管理的跟進模式來協助工傷員工重返工作的經

驗，推動企業機構建立良好工傷管理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透過舉行

有關職業健康及工傷個案處理的講座和工作坊，協助僱主明白工傷

員工的需要，從而增加工友得到適時康復及重返工作的機會，達至

雙贏的局面。

而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下，工傷工人主要是得到金錢的補償，而

條例中亦沒有說明工傷後的康復醫療跟進及重返工作的安排。要

提高工傷工人成功重投工作的機會，需要促請有關政府部門檢視現

有制度的不足，參考國內及鄰近地區政策條例，盡早作出修訂以協

助工傷工人適時重返工作崗位。中心相信透過適時的治療及早期的

介入，不但可讓工人在受傷後盡快復原工作能力或發展其他新的技

能，從而使他們返回原有的工作崗位或轉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在過

程中提供適切的心理社交支援，減少工傷個案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的情況，這樣不但能為工傷個案提供有效的支援，更有助減低社會

各方面的負擔。

(資料整理：鄧敏儀)

情況適合擔任工作崗位。遺憾是，這種良好範例的執行在香港並不常見，最終工友在未能

提供有效的證明下，從而錯失了復工的黃金機會。就着此情況，本中心曾向平等機會委員

會作出查詢，所獲得的回覆為“如某些屬醫務性質的資料，對決定某人會否能夠執行有

關職位的固有要求或會需要提供沒有殘疾的人所不需的服務或設施是必要的，則第(2)款

並不將另一人要求或規定該人提供該等資料定為違法。”然而，每位從事公共運輸行業

的人士在入職前均需進行身體檢查以評定是否適合入職。對工傷工友而言，為何不進行

這身體檢查而要求工友遞交額外的健康證明書呢？	

「輕工／過渡期工作」的目的是讓工友嘗試於原有的工作崗位或工作環境中，配合身體康

復的進展擔任適當的工作。對工友而言，可以運用適當的痛楚處理技巧，有助恢復及重拾

信心。可惜，於1953年成立的《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提及康復及重返工作的制度。環

顧其他的勞工法例中，亦沒有清晰及有系統的指引，要求僱主為工傷康復員工安排重返工

作，包括作出合理及適當的遷就安排。因此，大部份僱主對安排「輕工／過渡期工作」都採取被

動的態度，甚至認為在沒有觸犯法例的情況下婉拒有關要求。而工友亦因此而與僱主的關係變得惡

劣，情緒受到困擾，欠缺信心重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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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石棉沉着病社區推廣計劃」活動花絮
為提高大眾對石棉危害的警覺性及加強關注石棉的職業健康

問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聯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獲肺塵埃

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贊助，於2011年11月正式推行一項為

期兩年、名為「預防石棉沉着病社區推廣計劃」的跨地區大

型職業健康推廣活動。

此推廣計劃已於本年二月和三月份先後在本港其中兩個舊式

樓宇較多的地區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嘉年華、大使培訓工

作坊、地區講座、街站展覽等，並透過張貼宣傳海報和派發

宣傳單張，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讓舊樓居民和前線樓宇維修工

人更了解石棉對人體的危害和石棉物料在舊樓中較常出現的

位置，亦讓他們了解到如在工作中面對疑似石棉物料時的正

確處理方法，有助居民及工人能及早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

避免因吸入釋出的石棉纖維而可能引致患上石棉沉着病或其

他相關疾病。在未來的日子，中心將會繼續到其他重點地區

進行不同的推廣活動，將此計劃的正面訊息和內容傳遞到社

區各階層。

(資料整理：梁善欣)

『香港物業管理保安從業員的職業健康行動
研究』新聞發佈會

近年本港經濟復甦，商業及個人服務發展尤其迅速，企業和市民對財

產和自身的安全要求相對大幅增加。作為前線人員，物業管理保安從

業員	 (下稱「保安員」)	 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日益沉重，除了其工作

要求容易令員工出現身體健康問題外，因長時間的工作壓力而出現的

心理健康問題亦日趨嚴重。

為了解香港保安員的工作現況和有關的職業健康情況，當中包括從業

員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現況和相關的職業健康問題，香港樓宇管理僱員

工會	 (下稱「工會」)特意與工健一同合作，於2010年11月至12月期間進行一項研究，從科學角度瞭解

香港保安業從業員的真實職業健康情況，讓各界有更深入的了解，藉此提高公眾對職業健康的關注和

提升行內的職業健康水準，並透過提出有效可行的改善建議，以正面態度鼓勵僱主提倡改善工作間的

職業健康，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有關研究報告於2012年1月出版，中心亦連同工會於同年2月8日	 (星期三)假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勞聯)	

位於九龍深水埗大埔道的中聯行聯絡處舉辦新聞發佈會向社會各界滙報是次研究結果。發佈會當日，

共有多間本地報章傳媒到場進行採訪，而我們亦有幸邀請到多名有多年保安行業年資的工友出席，讓

他們能親身表白對現時工作崗位的職安健情況和對自身職業健康問題的感受，亦能藉此表達出對現行

的制度和保障不足的訴求。

是次研究發現香港物業管理保安行業存有不少職業健康問題，中心和工會期望有關當局和僱主能正視

問題，及早作出改善，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從根本保障員工的職業健康。

(資料整理：王俊鈞)



工傷康復/職業傷病培訓課程最新動態

因應工傷工友不同的康復階段，中心獲僱員再培訓局資助，每月定期舉辦以下課程，協

助工友適時重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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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生涯導航單元證書課程（WH001HS）

重點 1. 促進工傷康復；

2. 紓解工傷後的生活壓力；

3. 重返原有工作崗位；
對象 1. 為早期工傷工友而設；

2. 適合仍在接受康復治療或有僱傭合約的工友參加；
形式 1. 半日制；

2. 課堂、小組及個人輔導混合模式；
內容 工傷問題處理及適應、醫療康復進展及癒後討論、心理調適、思維及情緒管

理、處理工作間困難及復工問題等

「工傷康復伴你行」研究計劃
本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攜手合作，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及

醫護服務研究基金資助，進行「工傷康復伴你行」研究計劃，目的為測試生活教練模

式的服務介入對協助早期工傷工友重返工作的成效。我們希望透過此計劃能幫助工作

受傷少於六個月的工友盡早重返工作，避免對工作甚或日常生活帶來長遠的影響。

此計劃共有兩組為期六個月的「重返工作訓練計劃」，參加者將被隨機編進其中一個

組別，每組皆有五項服務內容，包括：

1 .課堂教學

2 .生活教練式小組或支援式小組

3 .個別生活教練或個別輔導諮詢

4 .義工、社交及康樂活動

5 .復工前準備及復工後支援

整個研究計劃為期兩年，歡迎轉介合適工友參與，報名及查詢可與中心項目幹事

李思齊小姐聯絡。

(資料整理：陸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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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2 數噸巨石壓車，工人險死 東方

4/2 檢查港台外景車，工人跌傷 東方

5/2 煉油廠技工撞傷喉 明報

6/2 司機疑肚痛，貨車「墮坑」 東方

11/2 半夜巡樓被困，疑開門失足墮槽底，保安員命喪老爺升降機 東方

14/2 三噸石屎壓工人，險成肉醬 東方

17/2 清潔劑奪命，女工裁意外 東方

27/2 小巴撞箭嘴車，工人逃命 東方

2012年2月

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 (WH004DR)

重點 1. 建立積極生活態度；

2. 提高就業及適應工作能力；

3. 協助重返工作；
對象 1. 需重新尋找工作的工傷或職業病工友；

2. 適合已完成醫療及康復治療的工友參加；
形式 1. 全日制；

2. 課堂模式；

3. 課程完結後六個月就業跟進；
內容 個人生活及工作適應、社交心理調適、職前準備及技能培訓、基本電腦應用、

就業輔導、就業選配及入職後跟進等

(資料整理：陸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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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多個舊樓清拆工程及重建項目不斷開展，其中包括受「樓宇更新大行動」資助的樓宇維修工程，令全港各

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有所增加。但如果未有按照有關法例採用適當的方法進行工程，舊樓內的含石棉建築物料有機

會因遭受破壞而釋出石棉纖維，對工人及居住於大廈內之居民的健康可能構成傷害。

為提高大眾對石棉危害的警覺性及加強關注石棉的職業健康問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獲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贊助，聯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推行一項為期兩年、名為「預防石棉沉着病社區推廣計劃」的跨地區大型職業健康

推廣活動。

因從事樓宇維修及拆卸工程的工人如沒有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有機會面對上述危害，

本中心已出版一本針對性預防教育小冊子，其內容除講述石棉對人體的危害和石棉物料

在舊樓中較常出現的位置外，更簡單介紹在工作中面對疑似石棉物料時的正確處理方

法，希望工人能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避免因吸入釋出的石棉纖維，而可能引致患上石

棉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疾病。

如欲索取有關小冊子或查詢其他相關活動之詳情，歡迎致電2725 3996予本中心職業健康

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香 港 建 造 業 總 工 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6/4 化學品職業衞生標準，助保護工人 東方

14/4 囚犯工傷殘缺不獲賠 明報

15/4 插穿外牆圍網，10樓跌落3樓，地盤工踩錯窿墮斃 東方

15/4 天賦海灣豪宅地盤，天秤坑失足，工人墮7層亡 明報

25/4 天降腐液，灼傷換車胎工人 東方

29/4 工作人員包山墮地重傷 東方

2012年4月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6/3 斷鋼纜傷4工人，1人手掌打斷飛脫 星島

13/3 女收銀工傷向美心索償 東方

13/3 工地意外多，鐵腕發停工令 東方

14/3 播道醫院擴建，工人四樓棚架墮平台 東方

18/3 倒漂白水爆炸灼傷女工，疑錯標籤誤溝哥士的，膠桶粉碎冒煙 東方

29/3
高空清潔險飛墮，暴露房署無監管，懶扣安全帶，外判搵命博 東方

中環廣場展廳塌燈架，兩女工作員壓傷 明報

2012年3月





AT&T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現推出一個智能
電話應用程式，名為「酷熱指數應
用程式」 (Heat  Index Tool )。當
中，主頁會顯示出最接近用家的氣
象站位置的即時酷熱指數，用作提
醒僱主及工人在酷熱天氣下應採取
的防暑措施和其他戶外工作的注意
事項，以減低工人在工作期間中暑
的機會，保障他們的職業健康。

想了解更多相關資料，令自己、家
人、同事及朋友得到更大的健康保
障，事不宜遲，立即行動下載試用
吧！以下是可搜尋本應用程式的關
鍵詞：

中文關鍵詞：  
中暑、酷熱指數、工人、高溫

英文關鍵詞： 
heat  index ,  temperatu re , 
humidi 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