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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日，新聞中一再出現嚴重工業意外引至工人死亡的消息，大部份因工

而死亡的工人均是在建築、拆卸及維修等行業工作。事件又再一次為香港的

職業健康安全制度亮起了警號。同時，由一月至三月，亦有兩宗嚴重的手部

工傷個案，事主為別為在幼稚園工作及回收店工作的女工。當我們在今期職

業健康整理有關香港手部工傷問題的歷史資料時，不禁再次想起這些受傷以

至死亡的工人。似乎我們在職業健康安全推動多年，有進步的同時，亦看到

問題重複不斷地出現。如果說這些意外的出現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復甦而有所

增加，那之前跨口說香港職業健康安全有所改善進步，亦可能只是因為當年

本地的經濟有所放緩，又或是因為香港的工業轉型，才暫時舒緩工傷的問

題，甚或將問題轉入到中國大陸內。

  今年是中心成立三十週年，我們正不斷努力地梳理這三十年來香港所面

對的職業健康挑戰。希望透過與讀者回顧這些歷史，從而讓大家在面對現時

香港的職業健康安全問題時，有更深入及廣闊的視野。

  此外，本期職業健康亦有中心同事分享在協助長期痛症工傷工友重返工

作的重要元素；以及中心獲得國際組織授權下翻譯了《人類工效學指引》，

歡迎大家取閱。讓香港讓讀者能加深了解中心的工作，並獲得更專業的知

識，從而積極參與推動職業健康及工傷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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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肺塵埃沉着病」？

  肺塵埃沉着病泛指多種因長期吸入過多塵埃

後，塵埃停留在肺部而引起的肺部纖維化疾病，

而本港較常見的是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這些病

症的潛伏期可高達 10年或以上，亦能引發其他與

呼吸系統相關的疾病，例如肺結核、間皮瘤、肺

癌、支氣管炎等。

  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分別是由結晶二氧化矽

和石棉所引起，由於兩者都會令肺部變得纖維化，

故病徵都包括胸悶、呼吸淺及急速、呼吸困難、

胸部疼痛、食慾不振、呼吸衰竭等。大部分矽肺

病的個案都是多年來從事暴露於矽塵的工作和建

造業所引致。在本港較高風險的工業程序有採石、

鑽井、挖掘隧道、石材加工及水泥和瀝青路面的

建設和維修等。而維修及拆卸船隻、升降機、舊

式電線、舊式熱水管、鍋爐及樓宇都是一些容易

接觸到石棉的工作。

  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都是不可根治的，而世

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等國際權威組織

亦有透過不同的文獻指出結晶二氧化矽及石棉對

人體的危害，將它們列為人類致癌物（第 1類），

並強調預防的重要。

有效的環境塵埃控制方法

  僱主和工地管理層應盡量有效地減少塵埃的

產生，從而避免工人長期暴露於過量的塵埃環境

之中，這可透過採取「工程控制及通風」、「行

政控制」及「個人防護裝備」等不同措施着手。

  工程控制措施方面，可以透過物料取代、改

變生產工序、密封隔離及灑濕法等來減低工人接

觸到塵埃的機會。除此之外，利用局部抽風系統，

把污染物從源頭即時抽走，亦可進一步減少塵埃

污染工作環境，大大減低工人暴露的機會。但我

們必須要確保控制塵埃的機械設備有定期和完善

的保養，以維持其正常的運作。另外，推行適當

的行政措施如定時輪休、環境監控、提供預防知

識教育和訓練及定期清掃都能有效減低塵埃對工

人的危害。定期替工人進行體格檢驗可以及早為

工人診斷，預防其患上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等

病症。

  建造業向來都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本港最多人從事的行業之一。但是，如果工程施工時未

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及方法，職安健政策及法例未有被確切實行及遵守，前線工人便因此有機會面對

職業健康的危害，導致工傷意外及職業病的出現。

  為提升前線建造業工人對肺塵埃沉着病的認識和關注，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在肺

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全力支持下，共同開展一項名為「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建造業工地推廣計劃」

的活動，於建築地盤和舊式樓宇維修工程進行的重點地區推行廣泛的預防宣傳教育工作，以深化前線工

人對這些危害的認識，從而保障他們的健康。而今天我們將為大家簡單介紹有關肺塵埃沉着病的背景和

有效控制工作環境塵埃的方法。

預防專題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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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採取了以上兩種措施仍無法控制或降低工

人暴露在塵埃的水平，便必須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呼吸器具等。在使用呼吸器具時，必須留意

該器具是否有效阻擋污染物、與工作是否配合、

使用時是否感到舒適及與其他防護設備是否配合。

個人防護裝備是保護工人的最後防線，若工人未

能正確使用或裝備失效，他們便會直接暴露在塵

埃下，嚴重威脅健康。而根據本港曾進行的調查

結果發現，建造業工人中只有 8%有經常使用正確

的呼吸防護器具，而 12%受訪者卻經常配戴錯誤

的防護器具 ( 棉質口罩或毛巾 )[1]。因此，我們必

須從源頭入手，減低工人接觸危害的機會，同時

亦要提高工人正確使用防護器具的意識。

  如工人懷疑自己已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可到

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或經胸肺科診所轉介

往肺塵埃沉着病診所尋求醫療支援，作進一步的

跟進。

建造業向來都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本港最多人從事的行業之一。近年本港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及

地區重建計劃不斷開展，當中以「樓宇更新大行動」及「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為首的舊樓維修清拆

工程項目更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大幅增加。但是，如果工程施工時未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及

方法，職安健政策及法例未有被確切實行及遵守，前線建造業工人便因此有機會面對職業健康的危害，

導致工傷意外及職業病的出現。

為更有效提升前線建造業工人對肺塵埃沉着病及其他職業健康危害的意識，在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

員會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將協助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於建築地盤和舊式樓宇維修工程進行

的重點地區推行廣泛的預防宣傳教育工作，以深化前線工人對這些危害的認識，從而保障他們的健康。

計劃期限：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目標對象：

•  於小型建造項目地盤工作的前線建造業工人

•  為「樓宇更新大行動」及其他與樓宇維修、拆卸等相關範疇進行工程的建造業工人及承建商

計劃內容：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工地推廣大使」培訓 •  建築工地巡迴展覽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專題講座 •  肺塵埃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病症個案轉介服務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協辦機構：

預防肺塵埃沉
着病
建造業工地推廣計劃

參考資料：

1. Lam TH (1997), A report on a second telephone 
survey to evaluate the knowledge of silicosis in 
the Hong Kong general publ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資料整理：王俊鈞，陳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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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至 80年代，香港製造業及工業蓬勃，當時工人普遍都需要使用大型機械，若他們及僱主對機械操作的

安全意識及保護不足，往往會導致各種手部工傷的個案，例如被機械夾傷、割傷及切傷，嚴重時甚至曾發生絞

斷手掌意外。[1,2,3,4,5]醫務衞生署在 1984年指出，每年約有 60,000宗手部受傷的個案需要入院求助，當中大

約 40,000宗是工作時所導致的。[6] 從政府統計署公佈的資料中可見，職業傷亡註 1及工業意外註 2數字在 80、90

年代為高峰 (見表一 )，雖然近年稍有回落，但根據勞工處數字顯示在 2013年，本港仍有約 40,000宗職業傷

亡個案，而當中工業意外佔 11,820宗，飲食業佔最多，在業界中每年大約有 100宗觸及開動中的機器的意外，

並有上升之趨勢，情況不容忽視。[9,10,11]

  隨經營環境及工作模式的改變，現時手部工傷的情況已影響不同行業及場所，威脅工人的健康及安全。衛

生署在 2008年的統計顯示，在進行工作期間發生的 132,100宗的損傷事件中，有超過 4成引致上肢受傷，可

見手部工傷問題未有離我們而去。[7]

預防專題 ( 二 )

罰則過輕 阻嚇性不足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早在 1955 年訂立，而

針對機械的使用及其防護的附加條文，則在 1977年

始訂立。條文規定機械的危險部件必須有護罩，以減

低工人因操作機器時受傷的風險。[11] 因此，工廠如

沒有在機械的危險部件上提供防護裝置，可能會觸犯

法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 80年代初已經發現手部

工傷的潛在問題，除了推動多方面的改善措施，亦倡

議政府加強監管及完善賠償的法律程序，以保障工人

的健康及安全。[12,13] 但是，當時大部分工廠為了減低

成本，不惜冒險違例，繼續讓工人使用未有加上保護

裝置的機器，導致受傷慘劇不斷重演。

註 1
職業傷亡是指根《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由工作意外引致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三天以上的受傷個案 (包括工業意外個案 )。[10]

註 2
工業意外是指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界定的工業經營內發生的受傷或死亡意外，而這些意外是因工業活動而引致的。[10]

年份 1970 1980 1990 20 0 0 2010

工作人口 589,505 1,494,542 2,777,900 3,382,700 3,703,100

職業傷亡數字 21,825 70,621 94,694 58,092 41,970

職業傷亡率

( 每千工作人口 )
37.0 47.2 34.1 17.2 11.33

工業意外數字 12,695 45,951 53,383 33,652 14,015

工業意外率

( 每千工作人口 )
21.5 30.7 19.2 9 .95 3.78

表一：1970年至 2010年工作人口、職業傷亡及工業意外統計  [33]

  如 1979年，一間工廠在發生注塑機 (俗稱「啤

機」)夾傷工人手部的意外後，東主仍然未有按要求

為工廠內機器的危險部件加裝保護裝置，因而被法

庭罰款一萬元。[14] 在 1980年 1月 24日，觀塘東方

工業工廠發生啤機夾傷手意外，一名工人嘗試用手將

完成品從啤機中取出，但機器突然壓下，工人未及反

應，左手手掌嚴重受傷。[15] 以上兩宗事故經過法庭

的判決後，工廠只需要向受傷工人賠償。由此可見，

雖然法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工人的保障，但是工

廠一般都只是被判罰款了事，僱主卻未有被判以更高

刑罰，例如監禁，因此並未能起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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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意識不足 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除了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的環境予工人外，過往

工人自身的安全意識也較低，他們不但嘗試徒手將物

件從運作中的機器內取出，某些工人更認為保護裝置

或輔助工具阻礙工作，直接將其移走或拆除，嚴重威

脅安全。例如在 2009年旺角一名點心師傅在製作食

物時因「貪方便」，揭開碎肉機的安全網，更捨棄用

膠棍，直接以右手將肉塊推入機內，最終導致三隻手

指被絞傷。[16]由此可見，該工人的職安健意識嚴重

不足，未能保障自身安全。

  其實多年來，社會各界一直關注不時發生的手

部工傷意外。有團體就著 2013年發生的一宗印刷機

意外導致工人手部嚴重受傷事件要求勞工處徹查，

並促請廠方必須做好措施保護工人。[17] 同年亦有社

評認為一旦發生意外，僱主及僱員都有責任。如業界

指出，不少僱主往往在勞工處派人巡查時才會立即加

上保護罩，平日則除下以盡量加快工作程序，而得

悉的工人卻未有作出投訴及舉報。 [18] 另外，在 2012

年，瑪麗醫院發表一篇研究報告，報告追訪從 1999

到 2001 年因職業性手部外傷而到上述部門應診的

250 名病人，在隨後十年返回工作崗位後的情況，

發現 77%的工人仍然未有接受足夠的訓練正確操作 

機器。[19] 從中可見僱主及工人的職安健知識及意識

都有所不足，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意外及嚴重

受傷。因此，僱主及工人均需要接受培訓，共同參

與，以提高職安健知識及意識的水平。

漠視保護裝置的作用 危及工人安全

  涉及機械未有安裝防護罩和附有輔助工具而導

致的意外屢見不鮮，工人很輕易便能將手放到機器內

工作，容易發生意外，例如使用碎肉機 [16,20,22]、回收

場壓紙機 [22,23,24,25,26]，以及風車鋸 [26,27]。亦有零星的

例子發生在辦公室內，有員工將文件放入碎紙機時，

手掌被夾傷。[28] 

  雖然近年因操作機械而導致手部受傷的事件已

較多年前減少，但並不代表手部工傷已經離我們而

去。2006年發生的風車鋸鋸斷工人手掌意外，也是

因為該鋸床並未有安裝保護罩及提供輔助工具，縱使

受傷工人有多達二十年的使用鋸床經驗，其友人亦稱

他平時工作十分謹慎。[26] 慘痛的事實再次證明，豐

富經驗及謹慎意識未足以保障工人，僱主及員工都必

須正視問題的根本，提供及正確地使用機械保護罩及

輔助工具，以確保工人健康安全。

採取措施 正視問題

  雖然現今醫學昌明，工人斷手後仍然有機會成功

駁回斷肢，但其活動能力會大大降低，嚴重影響甚至

喪失工作能力。[29] 很多基層工人正正是家中的經濟

支柱，如喪失工作能力，將會在經濟上及精神健康上

對其家庭有沉重的打擊。因此，手部工傷的問題是絕

對不能忽視。

  眾多的手部工傷意外讓我們知道這並非是偶然

發生的，而且在使用機械時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預防

措施及意識均不足夠。為了有效減低手部工傷的個案

及其風險，必須要從多方而入手，包括收緊法例、提

高僱主及工人的安全意識以及推行有效的改善措施。

1. 收緊法例：提高刑罰阻嚇性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 (機械的防護及操作 )

條例》(香港法例第 59Q章 )第 13條訂明，凡違

反訂定的附屬條例，可處罰款港幣一萬元至五萬

元不等。[30] 可是，對上一次修改此罰則已是在大

約二十年前，而在這段期間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已上升了超過港幣十二萬元，以現時的情況

來看，該罰款額明顯過時，而且重覆的手部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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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告訴我們，罰款對僱主的阻嚇程度不大。[31] 

這令人質疑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不力，以及相關

法例及罰則未能與時並進。部分僱主抱著僥倖的

心態，希望能夠瞞天過海，沒有向工人提供足夠

保護，即使被發現或有意外發生時，都未至於會

被判處入獄。僱主輕視此問題所帶來的後果，最

終受苦的便會是工人。因此，政府應收緊法律，

增加罰則，例如提高罰款金額，以及考慮判處監

禁，以增加阻嚇作用。此外，勞工處應加強巡查，

並就著手部工傷的趨勢，針對性巡查該類型的工

作場所，並嚴厲執法，保障工人健康利益。

2. 工程控制：有效利用保護裝置及輔助工具 保障工

人安全

  如要保護工人，將他們所承受的風險降至最

低，必須採取針對性並且有效的措施。當然，最

理想的就是更改現行的工序或重新設計機器，以

消除危害。

  除此之外，可以從減少工人暴露於危害方面

著手。如 2006 年的鋸床意外，其中一個原因是

鋸床並未有安裝保護罩及輔助工具，令工人及機

器危險部分之間未有有效的保護措施。因此，在

機器上加上保護裝置及提供輔助工具對保障工人

健康及安全是十分重要的。而對於保護罩被人故

意移除，導致工人因未有察覺到危險而引致受

傷，僱主可以在保護罩上加上感應裝置，一旦保

護罩被打開或移除，運作中的機器電源便會自動

截斷。此舉可以確保工人在有保護的情況下工

作，同時亦可保障工人在保護罩有機會需要被打

開工作時的安全，例如機器維修及保養。

  另外，輔助工具對避免受傷起十分大的作

用，因為輔助工具可代替工人肢體伸進機器內工

作，大大減低工人肢體因直接接觸機器危險部份

而受傷的風險，所以輔助工具應放在機器旁邊或

容易拿取的位置，以方便工人使用。如果發現保

護罩或輔助工具損壞，便應立即停用該機器，並

找相關人員作維修或更換已損壞的部件。

3. 行政控制：提高職業健康安全意識

  從多次手部工傷事例可見，工人在保護自己

的意識上並沒有提高。例如 2009年點心師傅受

傷事件，工人因為「貪方便」、一時之快，沒有

使用輔助工具而導致意外發生。甚至有部分工人

覺得保護裝置阻礙其工作，將它們移除，此舉會

大大增加受傷的風險，所以各界必須提高工人在

使用機械時的安全意識。首先，讓他們知道使用

機械工作時的潛在風險，若發生意外時可能會導

致的嚴重後果。另外，教導工人正確及安全地使

用機械，並需突顯保護裝置的重要性，讓工人知

道保護裝置並非阻礙其工作，而是保障他的安全

及健康。因此我們必須制定及教導工人正確的工

作程序和指引，並將其貼在機器附近當眼的位

置，時刻提醒工人，以減低他們受傷的機會。

  此外，僱主需在保護工人健康及安全上肩負

更大的責任。雖然部分僱主會在機器的危險部分

加上保護裝置，但亦需要做好監督的責任，確保

工人善用輔助工具及保護裝置。僱主應提供入職

培訓，讓新入職工人熟習操作機械的正確方法，

並要時刻提醒工人必須注意安全，提高工作場所

內的職安健意識。而且，應定期安排工人接受職

業健康安全培訓，加強工人對各種危害包括使用

機械的潛在風險的認知，從而令工人持續保持警

覺性。僱主亦有責任知道法例訂明需要加上保護

的範圍，以保障工人的安全，僱主亦需依法向工

人提供足夠的保護。而工人也應清楚法例，以保

障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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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小知識

  今期的職安小知識會為大家介紹機械設備的防護方法。工廠內所使用的機器設備繁多，當中不少的

機器設備有轉動部分，如工人忽視機械設備的安全操作程序，例如不適當或不重視機械護罩的使用，有

可能導致嚴重受傷甚至死亡。因此，機械護罩能夠避免工人與危險部分接觸，大大減低受傷機會，保障

工人健康及安全。[32]

機械設備防護方法 特點及好處 限制

固定式護罩 Ø	由堅固物料製成

Ø	將機械之危險部份安全地蓋上

Ø	最可靠的護罩

Ø	可能影響操作員的視線

Ø	可能局限工作範圍

Ø	機械護罩須暫時拆除進行維修及調校

時，必須設有其他安全措施以免機器

然啟動而導致意外

互鎖式護罩 Ø	護罩部分可以移動並與機器

的動力或控制系統連結

Ø	除非護罩已關上，否則機器不

能啟動

Ø	直至機械可造成之危害完全

消除，否則護罩不能打開

Ø	需要高度保養及可靠的定期試檢及

檢查

自動式護罩 Ø	護罩是和機器連上，當機器運

行時，護罩同時間移動

Ø	將接近危險部分的身體移離

機械的活動範圍

Ø	需要頻密的保養及調校位置，以確保

護罩的活動範圍及力度是適中

Ø	不適用於快速運作之機械，因為護罩

的速度過高，會令護罩本身具危險性

Ø	限制操作員的活動

Ø	可能阻礙操作員附近的工作空間

觸覺式護罩 

(機械式 )

Ø	當操作者碰撞護罩，柵或框架

可令機械停止操作

Ø	可能需要其他設計輔助

Ø	只可保護操作員

Ø	可能需要制動器

Ø	護罩須由人手按動，始能發揮作用

Ø	護罩須裝置在操作員於危急時可觸及

的位置

觸覺式護罩 

(光電幕式 /電眼式 )

Ø	當操作者進入光線形成之保護

區域時，光線受到阻撓，帶動

連鎖裝置而令機械停止運行

Ø	需要較頻密的保養及精密的檢查

Ø	只適用於操作循環可被瞬時制停的機

械設備

  由機器意外所導致的手部工傷未至於奪去工人的性命，但影響深遠。

從以上提及的手部工傷事例可見，各項對工人的保護措施仍然未夠，而且

僱主及工人的職安健意識明顯不足，必須同時針對改善兩方面，以減低工

人受傷的機會。政府亦需就此修緊法例並加強監管，確保工人在安全的環

境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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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工友遇到的問題

工傷意外發生後，工傷工人最希望是獲得適當的

治療及康復，重新投入原來的工作崗位。然而，

工傷工人在整個康復期內往往遇到不同的疑慮及

障礙：如對傷患及康復過程欠缺了解、職業及物

理治療對康復的功能、僱主未能配合及作出相應

的工作調配等，對工傷工人造成無形的壓力。漸

漸地，因工傷而出現的長期疼痛亦影響工傷工人

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情緒及思想亦深受困擾。在

抑鬱及憤怒等負面情緒的影響下，容易與僱主、

醫生、朋友、家人等就工傷或其他問題發生磨擦。

在接受工傷康復治療期間，工友亦因失去以往工

作時的規律而變得缺乏方向。在種種的困擾下，

工傷工友的思維漸漸變得極端，整天逗留在家，

失去重返工作的動力。

就業支援服務的開展

香港的僱員補償制度側重於金錢上的補償，而忽

略為職業傷病工人作出積極的康復及重返工作的

安排。面對身體受到永久損傷和長期疼痛的後遺

症，工友往往因未能重返原來的工作而需要轉職

新的行業。在缺乏信心和社會支援下，工友頓感

到徬徨無助。有見及此，中心在 1994 年開始為

長期痛症工傷工友度身訂造推行『職業傷病康復

者再培訓計劃』。以個案管理模式為主，着重社

交心理調適的介入，為長期痛症工傷工友提供就

前言

運用個案管理模式，協助及促進工傷康復者重返工作是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以下簡稱中心 ) 康復服務的目

標。自 1994年開始，中心為具備長期痛症的工傷工友提供技能培訓，協助他們重拾信心，成功轉職，從

而積極踏上重投社會的路途。藉着是次的期刊，與大家總結一下中心 20年來，協助長期痛症工傷工友重

返工作的經驗。

課堂培訓及就業支援服務，協助他們自力更新，

重投社會及工作。計劃推行至今，已成功為超過

1300位職業傷病康復者提供培訓，就業率平均達

7成。

20 年服務推行的經驗總結

總結中心 20年推行就業支援服務的經驗，明白到

1) 個案管理模式，2) 跨專業溝通及介入，3) 社交

心理調適，是協助及支援長期痛症工傷工友重返

工作的重要元素。

個案管理模式 - 是一個共同合作的程式，包括評

估、計劃、執行、統籌、監督及檢討有關選擇及

服務，以符合個人的健康及康復需求，並透過溝

通、協調及利用現有資源，以達到有質素及符合

成本效益的目標及結果。這是一個專業手法，符

合成本效益，協助受傷工人重返工作及提高生活

質量。在整個工傷康復的過程中，工傷工友除定

期接受治療外，仍需不斷與各有關機構包括公司

的人事部處理病假紙事宜、勞工處及相關政府部

門接觸處理僱員補償申請、判傷等手續，往往令

工友感到十分無助。而中心運用的個案管理模式，

除與工傷工友建立良好的關係外，更對工友的需

要能作出適切的評估及訂立介入的方案。透過適

時的工傷康復介入，積極與各康復持份者如骨科

專科醫生，康復治療師，僱主保持聯繫及溝通，

協助提升工傷工友的信心及自我效能感，解決處

康復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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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接受傷患痛楚、促進工傷康復者早日重返工

作。長期痛症的工傷工友在尋找及投入新工作崗

位的過程上，個案管理者更能因應工傷工友的康

復情況，過往工作經驗等作出適當的就業配對，

轉介合適的行業予工傷工友。

跨專業溝通的介入

對於工傷工友來說，工傷意外的發生不單造成身

體上的損害式失去功能，更是一場慘痛的經歷，

更會容易造成心理及社交上的障礙。正如 Dr. Pat-

rick Loisel 的 Work Disabil ity Prevention Model 

[1] 中提及，工傷個案的處理是需要配合醫療護理

(Healthcare)，工作場地 (Workplace)，立法與保

險 (Legislative and Insurance) 和 個人 (Personal) 

4個不同系統而作出相關的介入。因此，跨專業的

介入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協助受傷工人突破障礙及

渡過難關。中心在過去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中，

與不同的專業人員如：矯形及創傷外科醫生、康

復治療師 (物理及職業治療師 )建立良好的合作關

係，定期透過個案會議及進展報告，讓工友獲得

適切的評估和診治。與此同時，由經驗豐富的社

會工作者提供個別的就業輔導，制定重返工作的

計劃及提升其重投工作的信心。

社交心理調適的介入

工傷意外對受傷工人帶來的是不同的後遺症：長

期痛症、經濟壓力、情緒低落及人際關係惡劣等

問題。社交心理調適的介入，能夠提升工傷工友

的社會參與及自我效能感，促使工傷工友能面對

工傷所帶來的困擾及成功重投工作。

結語

中心從 1994年為長期痛症工傷工友提供的就業支

援服務，獲得不同界別的持份者認同，多年來積

極轉介有需要的工友接受服務。而中心的服務更

獲得勞工福利局的高度評價及肯定。經中心多年

的努力倡議，坊間勞工團體開始關注工傷康復問

題、亦認同工傷康復的重要性，紛紛開辦培訓課

程及作出介入。而中心對工傷康復備受重視是感

到非常欣喜。故此，是次的經驗總結希望可以作

為借鏡，在提供工傷康復及就業支援服務的時候，

必須着重個案管理模式，具備跨專業溝通及介入

的手法，以及運用不同的服務模式對工傷工友作

出社交心理調適的介入。

參考資料

[1] Loisel P., Anema J. R. (eds.), Handbook of Work 
Disabil i ty: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DOI 
10,1007/978- 1-4614-6214_4, © Springer New 
York 2013.

(資料整理：鄧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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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現正進行《香港市民對石棉沉着病的健康意識問卷調查》

　　 香 港 工 人 健 康 中 心 獲 得 國 際 人 類 工 效 學 學 會

（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 IEA）及國際職業健康

委 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ICOH）授權翻譯及出版《人類工效學指引－職業健康在工業

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下稱「指引」），並經已在早前推出繁

體及簡體中文的兩個譯本。

　　指引的英文原著“Ergonomics Guidelines For Occupation-

al Health Practice In Industr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為 IEA

及 ICOH兩個國際組織於 2010年的合辦項目，旨在協助在職

業健康領域裡對於人類工效學不熟悉的人員辨認、評估及控

制有關工作場所內健康及安全問題的過程；而最終目的是希

望透過健全的人類工效學原則，協助相關人員規劃職安健的

改善項目。

　　本中心希望透過出版指引的中文譯本，以增加華人社會

對人類工效學的了解，從而推動職業健康安全及增加社會對

職業健康的關注。相關譯本已收錄於光碟，免費派發。如欲

索取或查詢有關之詳情，歡迎致電 2725 3996予本中心職業

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資料整理：譚凱恩）

http://goo.gl/gjo8KO 

　　根據屋宇署的資料顯示，本港約有 15,600 幢樓齡 20 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而環保署在 2010 年年

底更證實全港至少有 1,100 幢樓宇含石棉物料，主要集中於較多舊樓的地區。隨著「樓宇更新大行動」、

舊樓清拆工程及裝修維修等項目不斷開展，如舊樓內含石棉的建築物料遭受破壞而釋出石棉纖維，有可

能令居民及周遭人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吸入石棉纖維並患上肺癌及間皮瘤；至於建築工人 (承建商 ) 更

會因長年吸入石棉纖維而引致石棉沉着病，對身體健康構成威脅。

　　為更清楚了解香港市民對石棉物料危害的知識和態度，本中心現正進行有關於香港市民對石棉沉着

病的健康意識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受訪者對一般石棉物料危害的知識，及其對預防石棉危害的態度

和觀念，以了解香港普羅大眾對該物料的認知和關注程度，為日後的石棉預防措施提供基礎參考數據。

　　現誠邀各讀者透過掃描以下 QR Code，或進入以下網址，填寫相關網上問卷。一切內容及所得資料

只供研究用途，完成後本問卷亦將會被銷毀。

（資料整理：王俊鈞，譚凱恩）

工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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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6/1
裝修工墮樓，鐵通插斃，一樓跌下，手推車豎杆貫

大腿
明報

13/1 機電署地盤，「谷爆」輸送管 東方

21/1 幼園女工整午膳，碎肉機絞爛掌。 東方

3/2
高台搖晃抓樹逃，工人失手墮地亡，吊臂車操作涉

三違反指引。
明報

7/2
病假期間遭解僱，揭事故未呈報，勞處終止調查，

工傷婦追討無門。
東方

11/2 回收店女工軋斷掌。 明報

12/2 樽裂洩腐液，工人灼傷手。 東方

15/2 兩米竹飛墮插鼻，棚工命危。 東方

1/3 搭棚工 4米墮地亡。 明報

7/3 工傷高企，飲食業保費增。 東方

7/3 元朗建村屋，工人 10米墮地亡。 東方

8/3 飛機甩螺絲，擊傷技工手。 東方

10/3 渠務工墮 10米管道，慘困 45分鐘。 東方

28/3 鑽台纏衫勒頸，車房技工命危。 東方

29/3
拆起重機塌吊臂，壓斃工人，涉事沙中線地盤暫停

工。
明報

2015 年 1 月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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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服務，每月均舉辦職業健康公開講座，以提高僱主及僱員對職業健康的認識。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2852 4040。

講座 題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1. 飲食業僱員的職業健康 5/5/2015 3:00pm - 4:15pm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2. 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背部勞損 13/5/2015 3:00pm - 4:30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3. 酷熱環境工作對健康的危害 18/5/2015 3:00pm - 4:30pm 屯門大會堂演講室 (一 )

4. 預防下肢勞損 27/5/2015 6:30pm - 7:45pm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5. 密閉空間工作員工的職安健 3/6/2015 3:00pm - 4:30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6. 工作壓力 8/6/2015 3:00pm - 4:30pm 屯門大會堂演講室 (一 )

7. 酷熱環境工作對健康的危害 18/6/2015 2:30pm - 4:00pm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8. 工作間的急救常識 24/6/2015 6:30pm - 8:00pm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有關以上公開講座的詳細資料，請瀏覽：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11.htm。

若查詢勞工處舉辦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課程，請瀏覽以下網站：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5.htm 

及 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6.htm。

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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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更新大行動」、「強制驗樓 /驗窗計劃」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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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可能

構成傷害。

因著過去兩年在五個重點區的成功經驗，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現再次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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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港九新界各地區推行一項名為「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的跨

地區大型職業健康推廣活動，以冀進一步提高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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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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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機會面對上述危害，本

中心亦出版一本針對性預防教育小冊子，其內容除講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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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職業健康公開講座

2015年 5月及 2015年 6月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2015 年 1 月至 3 月

 014



查詢及報名出席

2725 3996

劉小姐/石小姐
日期：2015年6月13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地點：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41號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

費用全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