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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的職業健康，記錄了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第三十屆周年大會研討會 – 《復能

復職管理研討會》中，不同講者的重點內容，從而探討如何在香港現有的政策框架

下，推動企業協助受傷工人復康及復職。在工健動態的資訊中，亦重點分享了同日

中午中心所舉行第三十屆周年大會暨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成立典禮慨況。

  在世界前線的資訊中，本期重點報告了是本年五月份於韓國首爾舉行的第

三十一屆國際職業健康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ccupational Health)，從而

讓讀者了解到國際專家在探討全球職業健康的最新議題。

  此外，本期亦刊登了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 － 筋肌勞損。中心已將近年整

理的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文章結集成書，出版一本名為《殷鑒不遠 — 香港職業健

康事件大事回顧》書籍，讓讀者能回顧香港過去半世紀發生的重大職業傷病意外，

從而探討其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衝擊，亦藉此記錄及保存過去半世紀的

職業健康和安全發展歷程。

  而當香港整個社會正處於風雨飄搖的時段，中心作為非牟利的專業團體，為著

中心三十年前所訂下的目標：保障工人健康，中心同仁將會繼續努力地在香港及內

地嘗試開展不同項目，從而希望能在職業健康這個較為社會所忽視的範疇內，找到

更多有心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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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殘疾管理，是指通過預防和復康活動，使工傷和疾病所引致的健康損害可以獲得及時的診斷和治療。除此

之外，還需要管理人員及時和公司進行協商，說服僱主們運用員工尚有的工作能力，採取相應的促進就業措施。

殘疾管理的重點並不是對殘疾人士的護理，而是激發他們恢復健康並能夠重新工作的動力。因此，殘疾管理是

一個確保受傷變成殘疾的人，得到積極的治療和盡快重投工作，回到正常的生活模式的綜合系統過程。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為職業傷病康復人士提供支援服務，協助受傷工人成功重投工作，

再次融入社會。經過中心多年的經驗累積，明白到個案管理、社交心理調適、疼痛管理及就業支援均是協助工

傷工友重返工作的重要元素。因此，推動成立一個 「復能、復職」的管理系統不單可防止工傷工友的傷患演變

成長期殘障、減低工作殘障，更可減低生產上的損失。適逢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 2015年 6 月 13日舉辦第三十

屆周年大會，舉辦 ｢復能復職管理 ｣研討會，邀請到多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包括： CEO of Organization-

al Solutions, Dr. Liz R. Scott；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會長 林楚賢醫生；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職業安全及健

康經理 楊芷佩女士；職業安全及健康局首席顧問 楊冠全博士及勞工處高級職業健康科 林偉業醫生參與是次研

討會，就有關議題進行演講及發表意見。本文將綜合各專題講者及回應嘉賓的意見、觀點及經驗，探討復能復

職管理在香港發展的果效及限制，為有關議題帶來具前瞻性的建議。

復能復職管理研討會

香港工傷康復情況

  自 50年代的轉口港發展至今，香港已成為服務

及金融業為主的城市，員工因工受傷的性質亦以骨

折、扭傷、肌肉腱的傷患為主。而香港的工傷賠償主

要由私營保險公司負責，賠償的項目包括：按期付

款 (工傷病假錢 )、醫療費及永久地喪失工作能力 /死

亡的補償。基於醫療費用相對便宜及對公營醫院的

信任，絕大部份工傷工友從診斷，醫治及康復治療均

選擇接受公營醫療服務。然而，公營醫療機構的缺點

是排期輪候時間漫長，短促的診症時間，缺乏機制與

醫生溝通，工傷工友每次均由不同的醫生進行診治。

而現時保障工友的僱員補償條例亦側重於補償及治療

身體傷患，欠缺康復目標，更鮮有處理心理及社會因

素，工友復工的安排更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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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康復管理的發展和培訓

  由於法例上側重於賠償方面，香港康復管理的發

展並沒有一個系統化的發展。在 80年代至 2000年

期間，只有個別醫生或私營康復機構會派出個案經理

協調傷者的治療及康復。直至 2003年，勞工處與保

險業界合作推行自願復康計劃；2005年，醫院管理

管局開展職業醫療關懷服務，為受傷的醫院管理局員

工提供快速及適切康復的服務。

  至於康復管理培訓方面，香港大學及加拿大蒙特

利爾大學在 2004年合辦遙距復康管理證書課程。然

而，因反應不太理想而沒有繼續開辦。直至 2015年，

一群專業的復康管理人士成立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

協會有限公司，向公眾及政府推廣復康管理，組織復

康管理的教育及培訓，以推動相關法例及政策的制訂

和實行。藉此達到僱員與僱主間的雙贏局面減低受傷

病影響的風險，保持生產力，並改善僱員的財政穩定

性，保持雙方的和諧關係。

  計劃當中，負責推行的復康小組成員包括：單位

主管、人力資源經理、職業安全及健康經理、專職醫

療的同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護士 )與及保險

公司。整個職業復康計劃程序為：1) 溝通 - 每位受傷

員工都會獲得部門主管及同工的關心，從而減低因工

傷而帶來的心理影響；2) 康復公司介入 - 康復小組主

動向復康治療機構要求醫療配套措施，而康復公司亦

主動聯繫，讓主管有足夠的時間準備安排同工復工，

或盡早協助同工進行職位調配，讓同工可安心調理身

體；3) 試工 – 減輕受傷同工之心理障礙，慢慢適應

工作環境。在可能的情況下作出適當的遷就，安排合

適的工作予同工。

  在安排試工前，會進行工作分析，有系統地評估

同工現職工作要求，當中包括：工作涉及的姿勢、頻

密程度、持續時間和所需的體能。而同工方面，不單

安排進行職能評估及工作鍛鍊 - 評估同工現時的工作

能力水平，包括負重力、姿勢、耐力和上肢的活動能

力，主管更會主動向醫院的物理 / 職業治療師了解同

工的情況，希望他們就同工的傷患作出書面建議，以

便協會訂立或改善復工計劃。至於復工計劃的內容，

包括：縮短同工的工作時間，重新調整工作程序，擔

任其他工作，及其他切實可行的復工安排，例如：交

叉進行站立或坐下的工作。

  當同工復工後，工作小組會作出定期的評估以了

解同工與受聘職位之固有工作要求是否存在差異，以

便協助同工進行職位調配。

加強康復專才能力建設

協助締造僱傭雙贏

  職業安全健康局 (簡稱職安局 ) 於 1988年根據

《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成立。工作包括推廣宣傳、

教育及訓練、顧問服務、調查及策略研究、提供資

訊，以及促進政府、僱主、僱員和專業及學術團體之

間的交流合作。職安局在 2008年與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NIDMAR) 取

得協議，每年在香港舉辦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Certified Disabili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在過去

14年中，共有 55位來自醫療護理、職業安全健康及

社工的專業人士取得執業資格。

  從香港康復管理的發展里程可見，復職復能管理

系統的概念及發展在香港遠較其他國家落後。現時，

香港只有個別機構制定系統協助受傷或缺勤員工重返

工作。「同步 同心 同行」計劃，便是聖公會福利協

會為員工推行的一套完整之復康跟進措施。計劃的目

標是讓同工能盡快重新投入工作崗位，矯正不恰當的

工作行為，預防意外再次發生。聖公會深信在黃金治

療時段能盡早介入，予以適切之治療或醫療專業意

見，對同工的治療期可以縮短，亦可更早返回工作崗

位。

「同步 同心 同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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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服務

  研討會上，勞工處高級職業健康科醫生林偉業醫

生分享勞工處分別設立在觀塘及粉嶺的勞工處職業健

康診所工作。診所的工作宗旨是預防、診斷和治療與

工作有關的疾病，促進在職人士的健康。 主要的服

務包括：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並提供職業

健康輔導；視察工作場所，以評估工作環境中影響健

康的危害因素，繼而向僱主建議預防和控制措施；透

過刊物、視像光碟及展板，提高病者對職業健康的認

識；透過講座和工作坊，講解職業健康的概念和辨別

危害因素，藉此減低員工患上職業病的機會；成立病

人支援小組，協助患者互相交流經驗和心得，從而互

相勉勵。

加拿大的勞工補償和殘疾管理

實踐和發展

加拿大，大多數私人僱主均有勞工補償的傷殘管理計

劃，為僱員提供傷殘保險的私人僱主都實行殘疾管理

計劃 。而不論公司的規模，法例的訂立提升了私人

僱主去實行有關計劃。

  殘疾管理的執業師主要的工作包括：與持份者聯

繫建立持久地留在工作崗位或重返工作的選擇，以實

現各方最理想的結果：為僱員提供保密的資源。與此

同時，讓僱主有足夠的資訊去管理工作場地，並提供

工作崗位調整或其他工作場所的選擇；確保工作場所

的活動是與人權和其他適用的法例內容一致。

  為了解決工作場地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加拿大政

府建立一個正面支持醫療保健介入和促使重返工作的

計劃，確保工作場所重要的預防措施得到關注和重

視；研究減少工傷事故的人體工程學問題；並提供健

康促進計劃，以改善個人健康的整體狀況。當中包

括 4個主要成分：預防、實施索償、索償管理和重返

工作。要達致成功，便需要設計完善的計劃、高層的

支持、能夠影響醫療保健系統、檢討和持續改善。而

殘疾管理中的適當文件工作、明確的殘疾裁決、適當

的治療和集中於工友重返工作及能力是可以清除傷病

和選擇之間的混亂！而個案管理在殘疾管理中更是不

可缺少的元素，個案管理員與不同持份者保持緊密合

作，以重返工作為目標。

  在訂立重返工作計劃，殘疾管理執業師需集中於

工友的能力而非殘疾的情況，令其工作變得有意義。

而建立一個清晰的計劃時，必須預備適當的文件，清

晰的目標，具體的執行時間表和循序漸進的重返工作

流程。而整個過程中，需要與不同持份者溝通，管理

彼此的抗拒和關係。

  假如僱員的殘疾情況嚴重，而使他不能重返工

作，殘疾管理執業師可運用加拿大其他的福利制度如

長期殘疾、退休金計劃去協助僱員。再根據工作技能

轉移的分析、年齡、合適工作的可行性等，探討重返

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整個研討會中，加拿大的殘疾管理經驗真是值

得作為本地發展的借鏡，而為了讓參與研討會的參

加者對此主題有更直接及更多的交流，研討會中更

設有討論環節，中心很榮幸獲得醫院管理局港島東

醫院聯網職康中心總監黃望斯醫生擔任主持，與各

主講嘉賓與及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秘書胡慧

詩小姐一起討論。

  加拿大有關對殘疾人士的福利和援助計畫十分繁

多和完善，例如：殘疾稅收抵免和註冊殘疾人士計劃、

工傷補償等。和工作場所法例有關的包括：勞工補償

法、僱傭保險和加拿大退休金計劃立法、人權立法、

僱傭標準立法和勞動法 - 申訴和仲裁。而勞工補償計

劃的費用則受到僱主的評價影響，由僱主全額支付。

在人權條款的立法和缺乏技術勞工的影響下，大部分

加拿大的僱主關注受傷員工的情況。至於僱員方面，

假如他們拒絕參與治療，拒絶重返經調整的工作崗位

或恆常工作－僱員的福利將被終止。

  因此，加拿大的僱主均十分致力控制殘疾成本和

影響，積極推行殘疾管理的工作。一般而言，僱主有

兩個不同的選擇 : 為機構內專用的殘疾管理執業師及 

由私人殘疾管理公司提供的合約式殘疾管理服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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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討的議題：

1. 殘疾管理執業師的專科執業資格 

   在加拿大，要推行殘疾管理系統，便必須獲

頒發相關的專業資格。傳統上，許多加拿大殘疾

管理經理的專業背景為職業健康護理 /人體運動

學 /職業醫學 /職業治療等範疇。現在，其他人士

需通過人力資源及風險管理渠道，再加上需出席

其他研討會或領取證書，才成為殘疾管理經理。

而加拿大北卑詩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和瑞士西北應用科學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Northwestern Switzerland)聯合

提供殘疾管理訓練及頒授學位。近日，愈來愈多

學生獲得殘疾管理的高級學位，打算協助研究與

實踐。相對於加拿大的學位頒授，香港殘疾管理

的培訓主要為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為期 12小時的

復康管理及復工工作坊。因此，如何監管及培訓

殘疾管理執業師的專科執業資格是我們值得探討

的議題。

2. 加拿大政策的配合

   加拿大有關對殘疾人士的福利和援助計劃十

分繁多和完善，而法例的訂立亦可促使僱主關注

受傷工人重返工作的問題，而受傷工人亦因政策

的驅使而增強重返工作的動力。而香港保障受傷

員工的法例多年來的項目維持不變，工友及僱主

集中於賠償而忽略重返工作的重要及安排。

  是次的研討會讓我們參考加拿大的經驗，了解到

法例及政策的訂立有助殘疾管理系統的推行。個案管

理的模式有助受傷工友面對工傷康復的流程及重返工

作。中心希望無論政府部門，僱主、醫療復康界的人

士日後都能繼續探討、成立及推動復能復職系統。

(資料整理：鄧敏儀、梁啓聰 )

殷鑒不遠—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但仍發生不少嚴重的工業意外和職業病，令

工友受傷和死亡。然而，社會大眾在職業傷病意外發生後便漸漸淡忘了，

未能汲取教訓預防職業傷病事故的發生。

  適逢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以下簡稱中心 )創辦三十周年，我們特別出

版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特刊，回顧香港過去半世紀發生的重大職業

傷病意外，從而探討其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衝擊，亦藉此記錄

及保存過去半世紀的職業健康和安全發展歷程。中心希望此特刊可為香港

未來職安健發展提供良好借鏡，不但讓年輕一代了解職業健康及其發展情

況，達致跨代傳承的目的；與此同時，特刊亦記錄中心及香港的專業團體、

職業傷病互助組織、工會、勞工團體等多年來在職業健康事件中擔當的角

色及作出的貢獻。

歡迎取閱 !

工健動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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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筋肌勞損

本文乃節錄自「殷鑒不遠—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一書的其中一篇文章。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工作與疾病的關係可分為三類，即職業病，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以及影響工作

人口的疾病。雖然政府法例共列明 52種職業病，可是仍有不少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及影響僱員的疾病卻被排斥

在外。[1] 當我們提及職業健康時，普遍市民最直接聯想到的都是一些會引致人命傷亡的嚴重工業意外。然而，

在生活節奏急速、事事追求效率的香港社會，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長時間利用肢體重覆進行某些工序，

令肌肉缺乏休息和鬆弛的機會，引致身體的肌腱組織受傷或發炎，造成傷害，繼而形成筋肌勞損。

  筋肌勞損包括了肌肉損傷、筋腱損傷及神經損

傷，其主要成因包括需要做連續重複而急速的動作、

不良工作姿勢、長時間固定及集中在某身體部位用

力，[2] 例如經常需要急速而頻繁地提舉或搬運物件、

重複地洗熨衣服、進行一般清潔工作（如：抹窗、掃

地及拖地）等。[3] 受影響部位會出現疼痛、腫脹及灼

熱感覺，若活動時觸動受影響部位，疼痛增加，還會

有乏力、麻痺，甚至肌肉痙攣，嚴重時會有關節出現

僵硬的情況。

  在《僱員補償條例》中，共載列了 52項職業病，

只有部分勞損症狀被列入「職業病」類別，表例如下：[5]

職業病概述 行業、工業或生產程序

的性質

因重複動作引致手或

前臂痙攣

任何涉及長期用手書寫、打

字或需手指、手或臂作重複

動作的職業。

因手肘或周圍部分受

嚴重或長期的外來磨

擦或壓力而引起手肘

或周圍部分患粘液囊

炎或皮下蜂窩織炎 (肘

瘍 )

所涉及的體力勞動導致手肘

或周圍部分受嚴重或長期的

外來磨擦或壓力的任何職

業。

手或前臂 (包括手肘 )

的腱或相關腱鞘的外

傷性炎症

任何涉及體力勞動、或手或

手腕頻常活動或反覆動作的

職業。

腕管綜合症 任何涉及重複使用內部部件

震動的手提有動力供應的工

具而使用該等工具會將震動

傳送至手部的職業，但涉及

使用純粹手動的工具的職業

除外。

表一：《僱員補償條例》中列出與關筋肌勞損有關的職業病

  據勞工處的統計數字顯示，由 2004年至 2013

年，經證實患上勞損之個案數字一直偏高，每年有介

乎 36至 75人患上手部及前臂腱鞘炎 (佔整體職業病

20.3%至 29.3%)，更於 2005年超越職業性失聰和矽

肺病，成為最多人患上的職業病。因此，筋肌勞損問

題是絕對不容忽視。[4] 

  筋肌勞損除了給患者帶來生活的不便外，它所引

致的長期痛症問題亦會大大影響工人的健康及生活質

素。此外，工人未能復工亦會為他們帶來沉重的經濟

及心理壓力，作為家人亦背負著照顧患病工人及分擔

家中工作及壓力。而在公司層面方面，工人因受筋肌

勞損的影響，會令工作效率下降甚至不能工作，影響

公司正常的人手安排及日常運作。一些受傷的工人復

工後，僱主亦可能要對僱員再作安排及培訓，這樣亦

會因而需要運用額外的資源，對公司帶來一定的壓

力。最後，工人患上筋肌勞損需要運用社會上的資源

例如醫療、就業服務等來協助他們重投社會。而工人

康復期間，社會亦因此而損耗勞動力，影響經濟的發

展。總括來說，筋肌勞損對患者、家人、僱主以至社

會均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預防筋肌勞損對我們來說

實在十分重要。

筋肌勞損的種類、成因及其病徵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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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法例第 282章《僱員補償條例》，如果

僱員在緊接喪失工作能力前 (包括有關病假 )的訂明

期間內，受僱從事某類工作，並因該工作的性質引致

患上條例指定職業病，僱員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獲得補償。[5]

  如懷疑自己患上職業病，可到政府開設的職業健

康診所求診，亦可先到普通科醫生求診，然後作出轉

介。而所有職業病的個案均會交由勞工處職業健康科

判定。一旦確定病人的疾病與工作有關，而有關疾病

屬按法例須賠償的職業病，診所人員會協助病人申請

賠償，而勞工處的生師會向僱主建議應如何改善工

作環境和工作的安排，避免更多僱員患上職業病。[5]

  現時，患有職業病的工人主要受僱員補償條例所

保障，所獲得的補償項目與工傷患者相若。《僱員補

償條例》現將六種筋肌勞損列為職業病，並把其他筋

肌勞損，例如腰背、頸膊和上肢疼痛等症狀、肩周炎，

以及膝關節退化等界定為「健康毛病」而不符「職業

病」的定義。[6] 由此可見，香港現時有關勞損職業病

條例仍非常保守；另外，條例保障範圍只涉及手肘以

下部位，肩膊部位勞損並未有列入職業病。就算是條

例須補償的腕管綜合症患者，亦需要因是手部長期使

用震動性工具，才有機會被列為職業病。其他需要手

部長期重複動作的行業，如文職及洗衣工場人員如患

此病，亦有機會因條例保障範圍狹窄而被剔除在外。

現有法規 / 制度對職業傷病意外專題問題的回應

職業病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43 75 63 35 40 39 48 70 69 38
腕管綜合症 1 0 1 1 0 0 0 0 1 1

總數： 44 75 64 36 40 39 48 70 70 39

表二：2004年至 2013年香港經證實的筋肌勞損個案數字 [7]

  從僱員懷疑自己患上筋肌勞損，經醫生轉介至勞

工處，再經勞工處確診為職業病，一般需要三至六個

月。期間需面對多重壓力，包括：傷患所帶來的疼痛、

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工作的困難等。再加上筋肌勞損

的個案爭議很大，即使被勞工處確診為職業病，負責

賠償的保險公司亦可能提出反對，患者或最終要以民

事索償解決。

政府及社會團體對職業傷病意外事故的回應

  筋肌勞損的問題在香港出現多時，而政府及社會

上不同團體對筋肌勞損曾作出不同的回應及行動，例

如進行各種的研究、社區教育等。

勞工團體的回應：

  因應筋肌勞損的問題，香港不少工會及勞工團體

進行了不少有關筋肌勞損的調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在 2011年進行基層勞工職業健康調查發現，有六成

以上受訪者的勞損位置並未有被包括在《僱員補償條

例》範圍之內。在是次的研究報告中，該會指出勞工

處忽略檢討服務性行業「重複動作」、「長工時工作」

而引發職業病的可能性，亦有需要進行及檢討勞工法

例。[13]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於 2012年初進行了「關注香

港僱員下肢健康情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三

成的飲食業員工都受到各種下肢痛症的問題困擾，而

服務業亦有約兩成的員工患有相同痛症問題，這明顯

地反映飲食業和服務業是下肢痛症的重災區。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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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亦顯示不少僱主未有提供適當的預防措施，反映僱

主不重視下肢勞損對僱員帶來的嚴重後果。[8] 除此之

外，其他團體如護手社，除定期舉行康復活動予會員

參加外，更參與推動關注手部勞損問題的活動，並提

出種種的訴求，強烈要求政府將肩周炎列入可補償的

職業病範圍。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過去與不同的勞工團體進行各

有關筋肌勞損的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以引起

更多人對筋肌勞損的關注，從而改善員工的健康問

題。這些研究涵蓋不同行業，例如保安從業員、超市

職工、文職人員和航機裝卸員等等。行動研究進行以

後，不同的團體組織在筋肌勞損的問題上繼續作出跟

進。如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曾批評，目前《僱員補償條

例》中的法定職業病，並未涵蓋航機裝卸員因工出現

的筋肌勞損，他要求勞工處修訂將普遍性筋肌勞損列

入法定職業病，並切實履行監察角色。[14]

個案分享

  阿怡，二十多歲，兩年多前開始在一間貿易公司

任職秘書，工作時主要使用電腦打字及修改文件。每

天繁忙及緊張的工作讓阿怡每朝由九點開工直至晚

間。有一天上班期間，阿怡突然感到右手手腕痺痛無

力，下班回家後雙手更出現痛楚。她擔心痛楚情況會

持續，影響日後的生活及工作，於是向醫生求診。經

診斷後，阿怡的手腕因長時間屈曲的不良姿勢下使用

鍵盤而患上腱鞘炎。醫生認為她必須停工接受治療。

阿怡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十分震驚，沒想到自己患

上了如此嚴重的痛症。在停工一段時間後，阿怡的僱

主多次強烈要求仍未康復的阿怡復工。復工後，她需

要忍著痛楚到寫字樓工作，可是她連輕巧的工作，如

按釘書機、打孔機等文儀器材都未能做到。因此，她

對自己的身體及工作情況十分擔心。最後，她因難以

忍受痛症問題再不能工作，而遭到解僱。

  在面對痛症及失去工作情況下，阿怡在傷患後要

重新開始適應新的生活。她表示由於傷患的影響，她

現在只可用膠餐具用膳，穿的衣物亦需要較為輕身。

而在用電腦、聽電話及寫字方面，她每次亦只可以在

五分鐘內完成。所以，腱鞘炎對阿怡日常生活實在帶

來種種的不便，對日後工作的影響亦十分大。

  康復中的阿怡幸好得到親友的支持和鼓勵，現在

雖然要服食止痛藥及做物理治療，但經過治療後，阿

怡雙手的力量及活動能力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為

重返工作做好準備。

  阿怡的個案只是過去多年逾千宗筋肌勞損個案的

冰山一角，其實除了前臂腱鞘炎及腕管綜合症這些職

業病外，仍然有很多僱員或由於行業或工作性質、甚

至法定傷病名單所限，縱使受到筋肌勞損的困擾，都

未能得到如職業病般的補償。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筋肌

勞損對廣大僱員的實際情況，減低勞損對我們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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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小知識：常見的筋肌勞損問題

以下是一些常見的筋肌勞損的病症及其描述：[3]

筋肌勞損病症 病症描述

腱鞘炎 痛處在手腕近姆指的地方，日常大小活動如提壺倒水的動作均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腕管綜合症 患者手掌的正中神經由於受到壓迫而產生功能障礙。手掌及手指麻痺或有腫脹的感覺，

甚至刺痛

網球肘 手肘外側的痛症，活動時會產生疼痛或灼熱的感覺。基本上任何大小動作均會觸動痛處

機械性腰背痛 長時間不正確的姿勢， 例如：辦公室人員經常坐及轉身接聽電話及取文件、職業司機

經常坐着及承受車輛震盪均會引起腰部勞損

膝部勞損 過度的上落梯級或斜坡、經常性蹲着或跪下工作， 令膝關節內的軟骨受到過度的損耗，

引致慢性疼痛

預防筋肌勞損的方法：[3]

1. 工作前先做一些熱身運動╱伸展運動

 I. 增加身體的柔韌性，從而有效地預防肌肉筋骨勞損

 ll. 要讓肌肉筋骨得到充足的休息，以免積聚疲勞

2. 正確工作姿勢

 I. 避免採用不良的姿勢，例如手腕屈曲或扭轉及過度

伸展等動作

 ll. 避免過多及過久的重複而急速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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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陽報 手腕前臂腫痛速治療 長期用電腦患腱鞘炎大增 2006年 12月 24日
1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勞工職業健康調查報告 2011年 4月 3 日 http://www.soco.org.hk/news/new_c.htm#2011
1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國際機場航機裝卸員 職業健康安全調查研究報告 2008年 6月職業安全健康約章 職業安全健康局

香港特區政府

  在筋肌勞損的議題上，香港政府在 1996年簽署

《職業安全約章》，承諾與職方攜手合作，共同建立

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約章強調，「預防勝於治療，

僱主和僱員雙方都要理解到職業病的成因，提高警惕

和積極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15] 多年來，以撥款於

各部門提倡職安健為主要工作。然而，在政策上，政

府當局以惟恐資源增加為原因，拒絕在現時《僱員補

償條例》中的「職業病類別」加入任何關於下肢勞損

的痛症。政府當局亦未有就下肢勞損在業界進行廣泛

或深入研究，顯示政府並沒有重視這個職業安全議題。

  由此可見，現時《僱員補償條例》未能有效保障

僱員的利益，令眾多受筋肌勞損折磨的員工未能得到

賠償。因此，應檢討補償範圍，將更多筋肌勞損問題

列入法定職業病，讓受影響員工得到應有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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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ICOH) 所舉辦的年度盛事、第三十一屆
國際職業健康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ccupational 
Health,下稱「大會」) 已於今年六月五日在韓國首爾圓滿結
束，是次大會為期六日，以「全球和諧的職業健康：聯繫

世界」(Global Harmony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Bridge the 
World) 為主題，共吸引了超過 3000名職業健康安全 (下稱
「職安健」) 專家、學者和作業者參加 1。

  ICOH是一個由國際上不同職安健領域的專家共同創立
的專業組織，多年來對各領域的理論和科技上的進步和發展

有無比貢獻，而今屆大會更特別邀請了多位在其專業領域上

有卓越成就的世界知名學者擔任嘉賓講者，其中包括：日本

職業與環境健康大學的高橋建博士 (Dr. Ken Takahashi) 講解
有關石棉的主題、 阿姆斯特丹學院醫療中心的弗林斯多森
教授 (Prof. Monique Frings-Dresen) 分享工作心理壓力與肌
肉骨骼疾病之間的關係、韓國蔚山大學醫學院的金養鎬教授 
(Prof. Kim, Yang-Ho) 則分享推廣和建立職業健康預防文化的
心得，還有去年曾出席本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合辦的

2014國際工傷預防與康復研討會的龐斯基博士 (Dr. Glenn 
Pransky) 也在大會上和各與會者分享怎樣預防因勞動力老化
問題而導致工作上的殘疾。除此之外，還有超過 50位來自
世界各地 (中國、韓國、美國、英國、芬蘭、意大利、克羅
地亞等的國家 ) 的專家，藉著極具參考價值和實用性的專題
演講，互相交流自身經驗和心得，議題包括：室內空氣與健

康、職業健康的癌症學、職業健康的教育與培訓、職業健康

的神經毒理學和心理生理學等 2。

  除了各種詳細而充滿啟發性的專題演講外， ICOH 更
在大會上與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簽署了備忘錄，雙方皆希望在日後透過更緊密合
作，共同在社會中創建更好的職安健文化，為全球不同領域

的作業者帶來更大保障 3,4。另一方面，韓國職業安全局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gency) 亦在大會舉行期間與 ICOH共
同簽署了 10項跟職安健發展有關的聲明，前者承諾將會更
重視職安健的意識，並普及和深化國內的職業健康教育與培

訓，加強與國際間的合作 5,6。

世界前線

第三十一屆國際職業健康大會回顧
  正如時任 ICOH主席小木和孝博士 (Dr. Kazutaka Kogi) 
所指出 2，是次大會能為不同行業的作業者在前瞻性風險評

估和危害控制、與及提升職業健康服務的有效性上擔當重要

角色，透過為全球的職安健專家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能分

享自己的專長並藉此聯合，使各層面的職安健議題有更全面

的探討和迸發出更多新想法與思維，也正正體現出大會今年

的主題 – 聯繫世界。

  在全球經濟危機、全球一體化和新科技的衝擊下，人民
的生活文化以及工作習慣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變，舉例來說：

在經濟危機下，不少企業不得不要求其僱員延長工作時間來

保持競爭力和增加收入，引致員工或會因工時變長而陸續出

現肌肉勞損和心血管問題；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則容易

令前線員工在工作期間接觸到嶄新的器具和材料，或會衍生

出前所未見的職安健問題。這些都會令我們的勞動力面臨結

構性危害，需要時刻警惕並盡快尋求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策

略。話雖如此，但我們仍須謹記不只是新的行業和作業模式

才值得關注，固有的行業也是不能忽視和掉以輕心。

  面對未來環境的多變發展，宏觀層面來說，社會上不同
專業的人士必須更加同心協力，集思廣益去探索和互相學習

不同的職安健解決方法，以便更迅速地應付因轉變帶來的問

題；而在各自的機構和企業當中，僱主及僱員間必須建立更

良好、穩固且和諧的文化和溝通橋樑，因為僱員往往都是最

熟知自身工作上所存在的健康安全問題，而僱主則是有資源

和權力去提供合適的相應支援來解決這些問題，藉著雙方的

互相合作，便能使大家都能享有健康安全而且愉快的工作場

所。

  有行動才會有改變，有改變才會有進步，在轉變的洪流
下固步自封等同逆水行舟，我們都有一顆對職安健水平精益

求精的心，希望社會各界能更多的參與和落實職安健的改善

行動，同時如前述的專家學者般好學不倦，積極地把各方的

改進措施和成功例子帶回本港並加以普及。全球各方領域群

策群力，聯繫世界一起為職安健問題而努力，這個也是本中

心的核心想法。

﹝資料整理：馮詩恩、王俊鈞﹞

參考資料：

1. ICOH. ICOH CONGRESS 2015 –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http://www.icohweb.org/site/news-detail.asp?id=107
2. ICOH.  31 st I n te rna t iona l  Congress  on  Occupa t iona l  Hea l th :  3 rd 

Announcement. 
 http://www.icoh2015.org/eng/sub/community/ICOH_2015_Announcement.pdf
3. ICOH.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http://www.icohweb.org/site/news-detail.asp?id=112
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http://www.icohweb.org/site/multimedia/news/pdf/issa.pdf
5. ICOH. Seoul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for All. 
 http://www.icohweb.org/site/news-detail.asp?id=111
6. Seoul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for All. 
 http://www.icohweb.org/site/multimedia/news/pdf/ICOH2015_Seoul_

Statement.pdf

圖片來源 : 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

 011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第三十屆周年大會  暨
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成立典禮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 2015年 6月 13日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所舉辦了第三十屆周年大會暨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成

立典禮。當日，本中心很榮幸能邀請名譽顧問梁智鴻醫生及主席周永信醫生致詞。

  學院成立的宗旨是提升巿民對於職業健康的重視和促進社會的職業健康發展。在未來的日子，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

院將會舉辦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及培訓服務、研究、出版、交流計劃及具認可的顧問計劃。透過學院服務的推行，發展職業

健康預防教育工作、鼓勵及培訓專業職級員工參與職業健康，提升業界的水平、成立良好的職業健康監察系統，希望盡早

發現並診斷與工作有關的安全健康問題，從而積極及早糾正並改善有關問題。

本會名譽顧問梁智鴻醫生為開幕典禮致詞 學院名譽院長余德新醫生介紹學院的宗旨及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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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健動態（二）

(資料整理：梁啓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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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能、復職管理及重返工作坊
(Workshop on Disability Management & Return to Work - Setting up Dis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 Managing Workplace Conflict in Return to work)

工健動態

工健動態

（三）

（四）

中心獲國際勞工組織授權的《預
防工作壓力查核要點》中文譯本
經已出版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早前獲得國際勞工組織（ILO）授權翻譯及出版《預防

工作壓力查核要點》（下稱「手冊」）的中文譯本。手冊的英文原著“Stress 

Prevention at Workplace Checkpoints. Practical Improvements for Stress 

Prevention in the Workplace＂由國際勞工組織出版，旨在檢討工作場所的壓

力問題，並提供易於應用的要點，以作識別工作上觸發壓力的源頭及減輕有

害的影響。同時，手冊也希望勞資雙方可透過採用這些要點來偵察工作壓力

的成因，從以採取有效的措施解決問題。

　　本中心希望透過出版指引的中文譯本，以增加華人社會對工作壓力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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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譯本免

費派發，如欲索取或查詢有關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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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6月 13日，本中心很榮幸能夠邀請在加拿

大擁有 130名員工，主要負責員工補償及復能復職管理

工作的 Organizational Solutions Inc. 行政總裁 Dr. Liz R. 

Scott (PhD)分享協助受傷僱員重返工作的經驗。是次

半天的工作坊有 19人參與，主要是護士、社工、物理

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醫生及行政管理人員，講者透過

討論和個案研討，向參加者講解了復能復職管理上的要

點。

  工作坊上，參加者以分組形式進行不同的個案研究，總結出殘疾管理者與不同持份者保持緊密合作的重要，包括

治療師、醫生、僱主及保險公司等。講者分享了加拿大的殘疾管理者與醫護人員的緊密合作關係，包括醫護報告的獲

取、建議治療及共同訂立護理計劃等。

集中於能力而非殘疾

  Dr. Liz R. Scott寄語各殘疾管理者重視受傷僱員的能力，從他們的能力去制定復康方向、時間表及進度等，鼓勵

受傷僱員參與復康行動計劃中，使大家可以一同思考各種可行性，深信受傷僱員是有能力重返工作。

(資料整理：梁啓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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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剪報
2015 年 4 月至 6 月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4 櫃車勾纜，吊臂車衝前夾死工人，路邊吊運玻璃，未封路釀禍 明報

1/4 工人疑剪纜拆餐𨋢，墜對重砣壓斃雜工 明報

3/4 𨋢槽工業意外遺屬討賠償 明報

8/4 港珠澳橋工程第七條命，吊機斷纜墮鈎，擊殺外判商 東方

12/4 工人兩年前夾爆頭，迄無部門規管使用安全，操之過急貨車尾板攞命 東方

21/4 髮型師轉行紮鐵，翌月即傷，工會籲新手勿忽視危險 明報

23/4 處理工傷申索，900宗等逾三年 東方

29/4 團體倡「工殤紀念日」 東方

7/5 攀梯裝冷氣，技工 3米墮斃 明報

10/5 去年電工墮斃啟德，當局懶理業界陋習，裝修搵命博，屢成兩米梯下魂 東方

13/5 港鐵地盤翻挖泥機，壓工人雙腳 東方

13/5 地盤多陷阱，佔工業意外三成 東方

22/5 港燈電廠修纜搶火，工人頭面燒焦命危 明報

6/6 跣腳跌坐工具箱，痛極彈起甩脫，鏡枝插臀入腹，管工命大 東方

8/6 港珠澳橋工傷又一宗，觸電墮沉箱，燒焊工重創 東方

12/6 碎肉機夾工人手 明報

14/6 地盤冇蔭工，恐再中暑亡 東方

21/6 三年前奪命意外未吸教訓，監管鬆罰則輕，安全意識弱，吊船工高危 東方

25/6 翻剷車壓爆頭，倉務員命危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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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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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rk Injur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2016

1st ANNOUNCEMENT & CALL FOR ABSTRACTS

The Jockey Club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v Prevention of Work Injury & Occupational Diseases
v Medical Rehabilitation for Work Injuries
v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Work Injuries
v Case Management for Work Injuries
v Disability Management for Work Injuries
v Social Policy for Work Injur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bstract submission is now invited on topics relevant to the 
main themes of the symposium. Accepted abstracts will be schedule for oral 
presentations in Free Paper Presentation Sessions and also be published i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bstract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email to Conference 
Secretariat, (abstract@wiparis.com) on or before 30 November 2015.

Website: www.wiparis.com
Website: www.gzrehab.com.cn

Main Themes:

8th & 9th April 2016

For Overseas, Taiwan & Hong Kong Participants: For Mainland China Participants: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E-mail: info@wiparis.com E-mail: gzrehab@163.com

Guangdong Provincial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