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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近年，在本地的職場問題討論中，其中一個熱門題目是：工作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香港社會大眾，意識到人生除了工作外，也應該重視個人及家庭的生活需

要。而當中，又涉及我們時常提及的「工作壓力管理」(work-stress management)：

如何減少及處理好每日工作所產生的壓力，避免將壓力帶回家中，影響個人情緒及家

庭關係，是職業健康的一個重要議題。

  現時，坊間所提倡的工作壓力管理方法，不少是以解決個人壓力問題為主要基礎

的舒緩課程或者服務，例如教導員工學習正面思維、呼吸靜觀訓練、太極或瑜伽等

運動減壓班。這些訓練，較少從工作壓力的來源作出改善，而側重於以提升員工個人

應付壓力作為訓練。但若遵循職業健康的推廣理念，預防職業病或相關問題的發生，

是更為重要。為此，中心採用了由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所設計的一套以預防為主的「員工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計劃」，

目的是協助機構按自身情況和文化制定一套能夠持續預防工作壓力的管理模式。我們

將在今期的《職業健康》，介紹有關方法及中心在開始推行的經驗，以供讀者參考。

  此外，中心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推行為期三年的工傷工友復

能復職支援計劃 (Return to work coordination program)。在此期的《職業健康》內，

我們將會為讀者率先分享有關計劃的理念及具體工作。本中心歡迎各界關注工傷康復

問題的專業醫護人員進行個案轉介，攜手合作及推動計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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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壓力 (Work Stress) 在不少發達國家受到重視，因為壓力

成本對於國家和企業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根據美國精神壓

力協會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 2006 年的統計，美國企

業用在精神壓力 (Stress) 的成本 ( 包括缺席、離職率和生產效率等

等 ) 高達 3000 億美元；而歐盟國家瑞士 1999 年的統計，用於精

神壓力的成本為 29 億歐元，這些數字分別佔美國和瑞士的國內生

產總值 (GDP) 2.6% 和 3.3%[1]。

  在香港亦有不少有關工作壓力的研究報告調查，嶺南大學在

2001 年的調查指出，41.7% 的受訪者表示壓力大 [2]。到了 2013 年，

香港工會聯合會再就工作壓力情況作出調查，其後指出超過 70%

的打工仔表示工作壓力沉重，並指出在該年發生的廿宗自殺身亡

個案中，大部份個案都是「打工仔女」，其中有教師和公司高層

等，而自殺原因皆離不開備受工作壓力困擾這因素 [3]。因著最近十

年的全球化經濟和工作性質的改變，不單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現

時甚至連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開始面臨同樣的問題 [4]。例如在中國

內地最近不斷有媒體報導企業員工「過勞死」，企業創始人猝死，

甚至不乏以自殺的方式終結自己生命的悲劇 [5]。由此看來，工作壓

力不僅可以給個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無可挽回的影響，而且也給

企業以至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

  為應對各種各樣的壓力問題，近五至六年坊間有不少以解決個

人壓力問題為主要基礎的舒緩課程或者服務，但其實工作壓力又

是否單靠個人的情緒舒緩調整及管理便可以真正解決呢？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 (WHO) 的定義，與工作相關的精神壓力 (Work-related 

Stress) 往往是由多種不同的原因引起，其中或有可能包括：不恰

當的職業設計和工作系統、不良的管理模式、不合格的工作條件

和缺乏同事和上司支持等 [6]。與此同時，有不少的國際研究也指

出，機構上的總體轉變，例如清晰的指導 / 領導和工作要求 / 期望、

工作量的分配管理、工作 / 生活平衡等等的變化與員工的缺勤率、

離職率、工作滿意度和工作表現等息息相關 [7]；此外，亦有研究指

出當機構領導者擁有較強大的決策能力，將能夠減低員工的缺勤

率和離職率，及提高工作表現水平、工作滿意度和減少財務虧損
[1]，而上述一系列的指標又和工作壓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

從以上的研究結果可見，與利用個人的情緒舒緩服務減低工作壓

力的方法相比，從機構層面作出一些有效的預防及改善措施，對

舒緩甚至預防員工的工作壓力更為有效。

  前線員工所面對的工作壓力正是來自日常工作和企業內部文

化及同儕之間的支持，但多數時候卻並不被真正瞭解。相比日新

月異的優質管理技巧，較傳統的管理模式更多著重並停留在「層

壓式」的階級管理文化，管理層以「上傳下達」的決策和命令主

導了整個機構的運作，而作為機構的主要組成部份和運作的主力

軍 – 前線員工卻很少有表達自己意見或向上級反饋的機會。有見

及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 下稱「中心」) 採用了由國際職業健康

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前主席

小木和孝博士所設計的一套以預防為主的「員工參與式工作壓力

管理計劃」[8-9] ( 下稱「計劃」)。計劃的最終目的是協助機構按自

身情況和文化制定一套能夠持續預防工作壓力的管理模式，此模

式是透過以「員工參與式」為主的管理及運作方法，為前線員工

和管理層之間架設雙向互動的溝通橋樑，鼓勵前線員工多參與工

作壓力預防措施的制定過程，這不僅可以更符合員工這些「用家」

的實際要求，同時可以提高員工對機構的歸屬感。計劃由不同的

服務部份組成，主要的流程如下：

基線機構資料收集和實地

工作環境考察

提供「員工參與式」

預防工作壓力培訓工作坊

每個工種挑選員工代表和

管理層代表組成

「工作壓力預防小組」

提供「工作壓力預防」管理能力建設

工作坊給「工作壓力預防小組」成員，

主要 教授“精神健康行動評估表＂的

編訂和使用方法

定期召開工作壓力預防小組會議，檢討

改善措施的實施成效，收集前線員工關

於工作壓力的問題、意見和建議

完成工作坊的組員通過員工意見表、員

工代表會以不同的途徑向前線員工收集

關於工作壓力來源的意見和解決方法，

並於小組會議中共同討論和制定低成本

並易於推行的高實用改善措施，最後制

定改善措施的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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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劃制定後，中心已率先與某國際品牌機構合作為其國內

供應商提供試點服務，以冀透過實際的成果將此計劃引入行業當

中。通過推行約半年的干預措施後，計劃取得預期的成效：在干

預前，員工的離職率為 18.51%，而在干預後，員工的離職率下降

至 13.23%，減幅接近 29% ( 見表一 )；在員工的受傷及患病情況

方面，在干預前，員工因病或受傷而缺勤的日數為 3859 天，而在

干預後，日數則下降至 2569 天，減幅超過 33% ( 見表二 )。

表一：干預前後員工的離職
「員工參與式」預防工作壓力培訓工作坊

表二：干預前後員工

因病或受傷而缺勤的天數

召開工作壓力預防小組會議

  除此之外，透過計劃成立的「工作壓力預防小組」 ( 下稱「小

組」)，總共在工廠內鑑別出 23 個工作壓力來源問題，並在干預期

內妥善地跟進和改善了當中的 16 個。另外，我們還透過訪問工廠

的員工代表，包括前線員工、中高層管理人員和負責職安健事務

的員工和「小組」的組員，具體瞭解員工對整套計劃的意見反饋。

大部份受訪者均認為「新增的減壓措施能夠幫助他們預防及舒緩

工作壓力」。對於「小組」的成立，所有員工都表示歡迎，同時

他們表示「小組提供平台和機會予他們表達意見」。

  從該試點計劃的結果可見，「員工參與式」管理模式不單已

經受到不同國際機構及專業組織的認可和推薦，亦同樣能在華人

地區取得實際效果，而從機構層面進行的干預將可提供一個良好

和互助的工作文化予員工，進而保障他們的身心健康。

  藉著今次中心對「員工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計劃和香港工

人現時工作壓力情況的一些分享，我們希望能再次喚起不同的機

構、僱主和管理層對工作壓力管理的重視。因為正如 WHO 所定義：

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肉體，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

康狀態 [10]。同時，我們亦鼓勵和希望有更多不同的香港本土機構

陸續採納並實施得到國際認可和不同健康和勞工組織推崇的「員

工參與」模式，從機構層面入手改善員工的工作壓力，最終達至

機構和員工雙贏的局面。

（資料整理：劉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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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

康復服務新發展
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 及 

跨界別社交心理調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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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服務多年來貫徹的目標。 中心從

1994 年開始於社區推行的工傷康復服務，對象主要為中後

期的工傷康復者，所提供的服務亦集中於協助工傷康復者

提昇技能及重投工作的課程培訓及就業選配、信心提昇及

保持社會參與的「再創明天義工計劃」等。

中心了解到漫長的工傷病假對受傷工人帶來不同的後遺

症、經濟壓力、情緒低落及人際關係惡劣等問題。根據外

國文獻，工作殘障的期間愈久，工傷工人重返工作的機會

愈低 (Krause et al., 1998)。從 2010 年開始，中心推行「社

區為本」早期工傷康復先導計劃，目標為早期受傷工友重

返工作作出協調及統籌。而此計劃成功為 530 位受傷不超

過 6 個月的早期工傷工友，提供重返工作協調及統籌服務。

透過重返工作的支援及介入，當中 356 位早期工傷工友能

夠成功重返工作。與此同時 , 計劃推行時獲得不同界別的

合作伙伴支持 , 與醫院更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及合作關係。

計劃目標

  為了協助更多早期工友能夠適時重返工作 , 中心獲得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申請撥款資助，推行為期三年的

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 (Return to work coordination 

program)。

  透過此計劃，中心希望達致為每年 360 位早期工傷工

友提供適時的介入，及以重返原有工作崗位為目標。而中

心同工在項目推行時，會積極嘗試主動聯繫工傷工友的僱

主及人力資源部門，為工傷工友重返工作作出統籌及協助，

實踐跨專業介入的模式。中心累積起為超過 1 千位工傷工

友提供服務的經驗，在計劃完成後出版一本「本地化」工

傷康復介入手冊，內容集結個案推行的經驗分享、理想介

入模式的探索、以及不同界別持份者在協助工友重返工作

的角色及關注。

計劃特色

  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除個案管理模式及社交心

理調適外，亦採用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動機晤談法」

作為主要的介入方法。而整個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

以工傷康復個案管理和個別重返工作統籌及支援作為兩大

主要骨幹，再輔以宣傳教育及舉辦專業的工傷康復工作坊。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 – 透過定期的會面及電話跟進，向

每位參加計劃的工傷工友提供工傷康復資訊 , 康復諮詢及

輔導，讓工傷工友了解整個康復流程，提昇他們面對困難

的能力。在獲得正確的康復資訊下，減低工友的憂慮及徬

徨。此外，主動與醫療專業人員、僱主及勞工處等持份者

建立起溝通的橋樑，促使工傷工友早日重返工作。

  個別重返工作統籌及支援 – 與工傷工友規劃重返工作的

安排、協助與僱主保持溝通、討論試工或過渡期工作安排，

提供工地探訪及工作環境評估，以重返原有工作崗位為目

標。為工友度身訂造就業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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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的推行，除協助及統籌工

傷工友重返工作外，亦希望實踐出一個理想的工傷康復介

入模式，即：適時的個案管理、跨專業介入以及僱主的參

與。而有關的經驗及計劃成果亦希望成為未來政策推動上

的借鏡。因此，本中心歡迎各界關注工傷康復問題的專業

醫護人員進行個案轉介，攜手合作及推動計劃的成功。

康復服務新發展–關愛無分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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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出

現復工困難及社會退縮等低沉狀態。憑藉中心多年的服務

經驗，社交心理調適的介入，能夠提昇工傷工友的社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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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 滙豐社區夥伴計劃撥款的資助，中心推行為期一

年的「關愛無分你．我．他」計劃。藉着組織及聯繫各界

個案介入流程及模式

個案轉介

( 以受傷六個月以內為佳 )

個別面談

( 運用評估工具把個案分類 )

深入工傷康復

跟進服務

適合對象：

1. 缺乏重返工作信心

2. 備有負面情緒

因應個案的需要而提供適切的服務 , 包括：重返工作個案管理及統籌 、康復諮詢及輔導、討論試工

或過渡期工作安排、協助與僱主保持溝通、提供工地探訪及工作環境評估就業支援服務

個別工傷康復

諮詢服務

適合對象：

1. 具備重返工作信心

2. 備有正面情緒

成功重返工作

學習製作皮革散子包，

送贈予長者

義工正為長者量度血壓

義工，與工傷工友攜手提供服務予黃大仙區的長者。透過

工作坊、關懷探訪及大型的教育活動，讓工傷工友發揮潛

能提昇自我效能感；增加義工對工傷工友的認識，讓區內

長者亦獲得社會的關愛。

  本計劃作為一個橋樑，把黃大仙區內的社會服務機構 , 

教育團體及專業人士聯繫起來透過活動的推行關懷黃大區

內的長者。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參考資料：

1. Krause,N., Dasinger,K.L., & Neuhauser, F. (1998). Modified work and 
return to Work: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8(2), 113-139.ehabilitation. 8(2), 113-139.

Sponsored by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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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隨著過去數十年本港建造業蓬勃發展，很多山地

被開鑿成為平地，而所產生的花崗石粒亦應用在土木

工程及屋宇建造計劃中，但因未有使用適當的控制措

施，而導致二氧化矽 (SiO2) 在空氣中釋放。除此之

外，從事造船業、地盤碎石及沉箱工程的工人亦因吸

入了大量有害的粉塵後，令患上肺塵埃沉着病的風險

亦因而增加。[1]

  在多年來的努力和改進下，包括法例的監管、工

人的意識提高、防護裝備的進步等，工人暴露在有害

粉塵以及患上肺塵埃沉着病的機會均有所下降。可是

在 2012 年，香港的肺塵埃沉着病新症個案仍然錄得

59 宗，是當年第三多人患上的職業病，情況不容忽

視。[2]

肺塵埃
沉着病

肺塵埃沉着病

  肺塵埃沉着病泛指多種因長期吸入過多有害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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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支氣管炎等。[3]

  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分別是由結晶二氧化矽和石

棉粉塵所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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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石英材料進行的噴砂工程及水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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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及舊式樓宇時都較

容易接觸到石棉。[3]

  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都是不可根治的，而世界衛

生組織和其轄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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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對

人體的危害，並強調預防的重要。[2, 4, 5]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的

成立的歷史及重要發展

1978 年勞工補償（修訂）（第二號）法案通過

肺塵埃沉着病患者可獲得補償

  於 1956 年，政府為加強矽肺病個案的登記，在

胸肺科服務內進行了自願呈報機制；及後，一個跨部

門委員會於 1957 年成立，專門研究處理香港矽肺病

的問題。而隨著每年的新症個案有上升的趨勢，政府

更在 1974 年在設立了一個肺塵埃沉着病診所，專責

處理懷疑肺塵埃沉着病的問題。[7]

  直至 1978 年 4 月 20 日，政府建議修改勞工條

例，規定從事指定行業、工業或製作過程的工人，若

染上肺塵埃沉着病而致完全、局部殘廢或死亡，他

或他的家屬可獲得補償。[8] 該法案亦提議成立一肺塵

香港職業健康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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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病患者立法局外請願促請檢討補償條例 [16, 17]

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及規定強制投購保險，並由港督

委任的「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管理。工人

經診斷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後，將獲支付補償金。如在

肺塵埃沉着病被列為職業病之日期前已患上該病的工

人，將根據最近一次檢查出的殘廢率計算，獲港府發

放特恤金。

  由於肺塵埃沉着病潛伏期很長，疾病發現的時間

亦各有不同，故工人被診斷出患病前，可能已轉工多

次，甚至轉行。因此，通常不能確定哪一位僱主須負

責補償。而在肺塵埃沉着病被列為職業病之日期前已

退出該工業，但在該日期後十年內被診斷此病之工人

亦包括在內，並將獲政府發給非法定特恤金。最後，

勞工補償（修訂）（第二號）法案，於 1978 年 6 月

7 日在立法局通過，使患有肺塵埃沉着病的工人，今

後可以獲得補償。[9]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正式實施 

  雖然擬定的肺塵埃沉着病補償計劃的法案已於

1978 年獲得通過，但當時的勞工處處長表示由於執

行上面對兩個實際困難，而影響補償進度。[10]

  第一，按計劃規定，只有取得證明是受僱於指定

行業或工業者方符合領取補償的資格。但患病工人往

往缺乏或難以提供足夠證明是受僱於指定行業而在補

償上發生爭論。第二，工人患上肺塵埃沉着病的事例

多發生於建造業，惟該行業之工人的流通性非常大，

使僱主在遵從法例要求方面極為困難，甚至幾乎無法

遵守。因此，勞工處就該計劃與各有關團體進行磋商

並作出修訂，提出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將由建造

業及採石業僱主繳交徵款作為該基金之經費。

  因此，擱置了兩年的勞工補償法案會重新修訂，

並將肺塵埃沉着病補償計劃分為兩個階段逐步實施。

第一階段於 1980 年 7 月 10 日正式開始實施，計劃

其中包括為在 1981 年 1 月 1 日前經診斷患有肺塵埃

沉着病者如未有接受任何款項，將可獲政府發放特惠

補償。補償金額將根據傷殘程度而定，與當時的勞

工補償條例大致相同。法案的第二階段，亦於 1980

年 7 月 23 日於立法局正式通過。[11] 由 1981 年 1 月

1 日開始，當局將向建造工程承建商及採石商徵收稅

項，作為肺塵埃沉着病患者的補償基金。而肺塵埃沉

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將負責徵收稅項及支付補償款

項予患者。[12]

1993 年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修訂）條例

終身支付按月補償取代一筆過補款

  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至 1993 年 7 月 8 日期間，

經補償條例被判定患上矽肺病或石棉沉着病的個案共

有 2,398 宗。這批人士因應判定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程度，獲得一筆過補償。[13] 可是由於當時對矽肺病

和石棉沉着病患者的補償並不完善，使他們大多要依

靠家人或公援金過活。

  可是，在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間，「肺塵埃沉

着病基金」出現大量盈餘，反映出該條例的漏洞，

使不少團體和肺塵埃沉着病患者也作出建議，促成

該條例的修訂。有議員認為基金出現盈餘有利推展

各方面的預防及補救工作，可考慮為患上肺塵埃沉

着病的工人提供長期支持，資助其生活及醫療費用，

也可考慮為所有可能患上此病的工人提供每年定期

體格檢查等等。[14] 其實當時除了立法局議員建議為

患上此病的工人提供長期支持外，社會上關注事件

的非牟利團體也有類似建議，為患者每月提供資助

直至死亡為止。[15]

  1990 年政府全面檢討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

以肺功能損失和工作能力喪失計算補償，並每月支付

補償。但該修訂一直拖延了兩年，法例還未提交立法

局通過。[13] 最後，政府在多方面的訴求下，終於在

1993 年 7 月 7 日通過修訂條例。當中最重要的修訂

是患者在世時可以按月領取喪失能力補償，代替以往

一次或分開兩期方法索取補償，及調整針對某些特定

患病人士的特惠津貼金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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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

加入間皮瘤為可獲補償疾病

  除肺塵埃沉着病外，社會亦開始對前線工人患上

惡性胸膜間皮細胞瘤 ( 又稱「間皮瘤」，起源於間皮

細胞的原發性胸膜腫瘤，其惡性程度高，病變廣泛，

診斷比較困難，預防不易 ) 表示關注。當時，每年大

約有四至五宗工人被證實患上間皮瘤。超過 85% 的

1996 年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修訂）條例

每月補償金額與喪失工作能力程度脫鈎

  1993 年修訂的條例中每月補償項目中，增加痛

苦補償一項，原意給予患者每月有一項補償，而當時

的計算方法卻將這筆款項與患者喪失工作能力程度掛

鈎。可是，喪失工作能力程度的計算是採用最高肺容

量測試方法（俗稱「吹肺」），並不能反映患者工作

能力的實際喪失程度，而且獲得的補償是由患者的死

亡補償額中扣除。結果，因為沒有加深喪失工作能力

程度而不獲分毫之補償個案有 51.6%，完全違反了修

訂的原意。[18] 這個結果引來很多患者的不滿，有組

織聯同患者到港督府請願，引來社會迴響。

  至 1994 年底，政府檢討補償計劃後，建議將痛

苦補償分成兩級制，即將患者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分

為不超過五成和五成或以上。社會上有聲音反對，並

且要求政府採納醫學會的建議，將凡被診斷患上矽肺

病的患者均評為百分之百喪失工作能力，以此作相應

補償。[19]

  1996 年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修訂）條例於

由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當中重要的修訂是所有在

1993 年 7 月 9 日後加入補償計劃的病人，均獲保証

按月發放「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補償」。[20] 

1998 年，有議員和組織建議調高補償，其中「疼痛、

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補償獲得增加。[21, 22]

矽肺病患者到港督府請願，爭取每月獲得痛苦補償 [19]

間皮瘤患者都是因工作長期接觸石棉而患上。從事接

觸石棉行業如建造業及製船業的工友，更是患上間皮

瘤的高危一族。[23, 24]

  部份間皮瘤患者沒有石棉沉着病的病徵，因此他

們未能納入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下的補償範圍。同

時也未能列入僱員補償條例的可補償職業病的附表

內，並由於該病的潛伏期可長達三十至四十年或更

長，因此無法向個別僱主追討補償責任。[23, 24]

  2006 年 6 月，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要求勞工處修

改法例，將間皮瘤列入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 

內。[23, 24] 2008 年 4 月 18 日，「肺塵埃沉着病 ( 補償 )

條例」改名為「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 補償 ) 條例」，

以擴大保障範圍至因石棉粉塵而引致患有間皮瘤的人

士。[25, 26]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 補償 ) 條例的啟示

  補償條例由 1980 年通過，期間經歷數次修訂，

成為了現時的補償條例。該條例的補償項目除了一次

性的補償外，同時亦照顧到患者生活、康復、治療和

死亡後的補償。補償的基金由「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

金委員會」向由建造業和石礦業徵收所得的捐稅，負

責管理及發放補償。「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由勞、資、政府和專業人士組成，不但保障了患

該病的僱員有一定的補償，而且促使政府通過法例修

訂而擴寬職業病的保障範圍及補償項目，同時分配資

源為該種職業病作出預防、康復和研究的工作。此補

償基金的運作及成功的經驗，實在值得其他職業傷病

的補償借鏡參考。

  政府可參考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運作的成功經

驗，進一步將有關的職業傷病和僱員補償併合，成立

「中央補償基金」，減省不必要的開支，提高患者的

所得到的補償。而且，應加強有關僱員補償的監管，

保障補償法例的實施。此外，需要更有效地調撥資源

讓職業安全健康局、院校、科研機構和醫院等，專注

各種職業病的研究、預防教育和康復工作等。短期來

說，「中央補償基金」使全港僱員得到合理的補償，

長遠來說，提升僱員和僱主的職業健康安全的風氣，

並且加強康復治療的服務，從而讓受傷僱員及早重投

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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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患者真實個案

  錦 叔 ( 化

名 ) 在 七 十 年

代 來 港 後， 曾

任職金屬打磨

學 徒， 後 當 上

建 築 工 人， 兩

份工作都是在

沙塵滿佈的環

境 下 工 作。 他

曾想過長期在

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會影響健康，但為了生活也沒有辦

法，而且眼看其他工友連口罩也沒戴，自然不敢有太

多怨言。

  後來錦叔開始感到氣促，做一些輕易的工作也會

感到有心無力和疲倦，最後被迫辭去工作而在家中休

養。他一直也不知道患了甚麼病，直至有一天收到了

勞工處的信，指經醫生診斷後證實他患了肺塵埃沉着

病並可申請補償，還說以當時的醫學技術是不治之

症，只能靠藥物去減低病情惡化。

  自從患上了肺塵埃沉着病之後，錦叔健康一日不

如一日，需要別人的援助才能渡日，例如不能獨自去

廁所；以前能夠自如地走過每一寸土地，現在每走一

個街口也要稍作休息；外出時一定要攜帶醫生給予的

噴霧劑。因此他也不敢遠行，多留在家裏。

  對年邁的肺塵埃沉着病工友來說，病情不穩定令

他們不能維持規律的閒暇生活，也間接影響家庭關

係。錦叔病重時只能坐在家中發呆，太太需要負責照

顧家庭。患病後心情不好，他也不知道應怎樣教導子

女，有時子女也希望一家人出外玩耍，只是身體不爭

氣，不能走得太遠，親戚的聚會也多數獨自留在家裏

吃飯。

  「其實我只是不想成為別人負累，影響到他們的

日常生活，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家人能過得開

開心心便是我最大的心願。」相信錦叔的心聲也可能

是一些肺塵埃沉着病工友的想法。

  錦叔於九九年因肺塵埃沉着病及呼吸衰竭而逝

世，享年七十一歲。[6]

職業健康小知識：

有效的環境塵埃控制方法

  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都是不可根治的，只有

採取合理的粉塵控制措施才能有效減低工人吸

入粉塵的機會，從而預防相關疾病的發生。因

此，僱主和管理層應盡量有效地減少塵埃在工作

場所中產生，從而避免工人長期暴露於過量的塵

埃環境之中，他們可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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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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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來減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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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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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呼吸保護器具等。在使用呼吸保護

器具時，必須留意該器具是否有效阻擋環境中

的空氣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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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時

亦須留意工人是否正確使用該些器具。個人防

護裝備是保護工人的最後防線，用以應付經工

程控制和行政控制後依然殘留的污染物，若工

人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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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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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整理：鄧敏儀、譚凱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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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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業健康，1981 年 6 月。

2.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 新症數字

 https://www.pcfb.org.hk/about_number_of_new_cases.php 
3. 肺塵埃沉着病的知識與預防 – 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小冊

子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會

4. Asbestos, Health Impacts of chemical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ipcs/assessment/public_health/
asbestos/en/ 

5. Hazar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nvironment: 
Airborne dus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6. 沉重的代價—香港職業傷病者的故事，香港工人健康中

心，1999 年

7. 職業與健康第 18 期，香港工人健康中心，1987 年 8 月。

8. 工人染上肺塵埃沉着病，今後可獲得勞工賠償，大公

報，1978 年 4 月 29 日。

9. 肺塵埃沉着病患者今後可獲得補償，華僑日報，1978
年 6 月 8 日。

10. 現患肺塵埃沉着病人士將可獲恩恤，華僑日報，1979
年 12 月 13 日。

11. 死於肺塵埃沉着病家屬可獲特惠賠償，華僑日報，

1980 年 7 月 26 日。

12. 肺塵埃沉着病賠償基金捐稅，一月四日起徵收，華僑日

報，1980 年 12 月 23 日。

13.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年報，1993 年。

14. 肺塵病基金盈餘逾億，徵收率降至零點零二，大公報，

1988 年 5 月 26 日。

15. 職業與健康第43期，香港工人健康中心，1991年11月。

16. 矽肺病補償獲通過，患者每月領取津貼，成報，1993
年 7 月 8 日。

17. 要求堵塞法例漏洞，確保患者公平補償，成報，1993
年 9 月 12 日。

18. 缺補償金空有補償條例，星島日報，1994 年 9 月 10 日。

19. 責港府乏照顧促修償例，矽肺病患者苦痛有誰憐，星島

日報，1994 年 11 月 2 日。

20.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年報，1996 年。

21. 立會通過肺塵埃補償法，王永平舌戢議員場面火爆，蘋

果日報，1998 年 7 月 23 日。

22. 工傷及塵埃病補償，下月起將調高金額，大公報，1998
年 7 月 23 日。

23. 工人因接觸石棉而患上了間皮瘤，職業與健康第 122
期，香港工人健康中心，2006 年 6 月。

24. 回應勞工處就有關工人因接觸石棉而患上了間皮瘤的補

償問題，職業與健康第 123 期，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06 年 8 月。

25. 2008 年肺塵埃沉着病 ( 補償 )( 修訂 ) 條例草案，勞工及

福利局，2008 年 1 月 9 日。

26. 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2014 年 5 月。

 https://www.pcfb.org.hk/Publish/compensationdownlo
ad/20131218085309_3.pdf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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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線

  在世界精神衛生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的

倡導下，每年的 10 月 10 日都是「世界精神衛生日 (World Mental 

Health Day)」，而今年所定下的主題是「精神健康的尊嚴 (Dignity in 

Mental Health)」1。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對

心理或精神健康的定義是：不僅僅是無精神障礙，是為每個人能夠

認識到自己的潛力，可以應付正常的生活壓力和有成效地從事工作，

並對其社區作出貢獻的狀態 2。所以說，有良好的精神健康，才會有

高質素的工作成效，因此維持正面積極的精神健康是良好工作間一

個不可忽視的元素。

  精神不健康的成因可分為「內在成因」( 例如遺傳 ) 和「外界壓

力」3 兩方面，而工作、家庭和社會均是常見的壓力來源，尤其是工

作上的壓力，更加令人防不勝防。長期受壓會使我們疲憊、士氣低

落、生病甚至崩潰，香港有機構在 2015 年 5 月至 6 月間作出港人工

作快樂程度調查，結果顯示 62% 的受訪僱員表示他們對現時工作感

到不快樂 4。香港大學之前也進行過一份有關港人工作與生活的民意

研究計劃，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現時工作滿意度亦偏低，平均得

分只有 6.1 分 ( 滿分為 10 分 )5；更有調查顯示香港僱員的壓力程度

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這短短半年間已有 54% 的上升，相

比起 2013 年 3 月時上升的 49% 為要多，反映出港人壓力愈來愈大 6。

而因工作壓力造成的嚴重後果亦從個人延展至家庭，甚而社會，例

如自殺和家庭暴力等，本年 4 月 28 日便有一位新聞工作者懷疑因不

堪工作壓力過大而在其寓所內燒炭自殺身亡 7，可見工作壓力所帶來

的影響不容忽視。

  其實不只是生活節奏快的香港工作壓力大，歐洲地區的工作壓力

也是他們經常被報導與工作相關的健康問題，為此，歐洲的職業安

全和健康委員會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

OSHA) 自 2000 年起便舉辦了一項每兩年一次的全球性「健康工作間 

(Healthy Workplaces)」活動，而本年度的目標：健康工作間 ─ 管理

壓力 (Healthy Workplaces, Manage Stress)，更是上年「共同為預防風

險而努力 (Healthy Workplaces, Working together for risk prevention)」

的延伸，重點應對工作間壓力和解決心理風險對員工及機構的正向

影響 8。是項活動為了鼓勵各機構企業更積極推動職業健康預防和改

善，重點設立「良好工作間實踐大獎 (Good Practice Award)」予以表

揚各項有實際成效的措施，每次都會吸引很多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

業參加爭奪殊榮。

  今年的良好工作間實踐大獎得獎者包括比利時的西門子公司、

德國的 DHL 及法國的施耐德電機等，它們都在建立良好工作環境的

事宜上有傑出和創新表現，並體現出強而有力的管理承諾及高度參

與。EU-OSHA 的理事塞德拉切克教授 ( Dr. Christa Sedlatschek) 今年

亦特別從芸芸眾多的得獎者中點名讚揚西門子公司和西班牙科隆酒

店 (Hotel Colón) 所作出的改善措施，接下來讓我們為大家介紹他們所

推行的方案和做法。

西門子
  西門子公司在開展其改善計劃前，首先進行了一個需要轄下 70

個分部參加的內部調查，以了解更多關於員工的健康管理及心理風

險，而調查結果則使他們引伸出「生活平衡」(“Life in balance＂, 

LiB ) 這個管理方法。LiB 的員工互助計劃大約有全球 66% 西門子員

工參加，在此計劃中他們拍攝了一些影片來引起各地員工對工作怠

倦的關注，更提供壓力管理培訓和為期兩日的健康講座予管理層來

提升其參與度與警覺性。在改善各方溝通上，他們創立了一個由健

康專業人士協助管理的網絡平台，讓僱員可與他們一起討論工作壓

參考資料
1. Dignity in Mental Health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2015
 http://wfmh.com/world-mental-health-day/wmhd-2015/
2. 甚麼是精神健康，世界衛生組織，2007 年 9 月 3 日。

3. 精神病有什麼成因，青山醫院精神健康學院，2012 年。

4. 調查：港人工作滿意度低，說．在線，2014 年 11 月 10 日。

5. 工作快樂程度調查，jobsDB， 2015 年 8 月 31 日。

6. 有調查指港人壓力升逾五成，說．在線，2014 年 4 月 25 日。 
7. 有線財經主播梁靜雯燒炭亡，太陽報，2015 年 4 月 28 日。

8. 社會 ( 職場 ) 心理風險 (psychosocial risk) 會因在企業和管理上不佳的工作設

計及不良的職場社會環境而出現，會使人心理消極，身體和社會表現都有負

面 影 響。https://www.healthy-workplaces.eu/en/stress-and-psychosocial-risks/
what-are-stress-and-psychosocial-risks

力等不同健康議題。而為增加員工的工作安全感，西門子公司亦為他

們各自訂立事業及學習計劃。該計劃不單為員工提供處理心理壓力

上的專業意見，更可以為其直系親屬提供支援，進一步減低員工來

自家庭層面的困擾。以上種種措施都為西門子公司帶來豐碩的回報，

大大降低員工的曠工率及增強西門子員工及管理層對健康生活的承

諾。

科隆酒店
  西班牙的科隆酒店是一個只有數十名員工的中小型企業，其改

善措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一個由員工代表跟管理層共同負責的工作

小組，該小組會確保實行改善措施的工作人員會被知會及確定措施

實行的可能性，並每兩個月定期評估部門會議、監測措施的實行進

度和方向；第二步，則是每兩星期召開部門會議，從中討論日常工

作的營運及其改善方案。在會議開始前，小組成員都會邀請每位酒

店員工把自己的意見投入匿名意見箱內，而酒店高層更要求各級管

理層必須就員工所提出的所有意見進行討論並給予口頭及書面回應。

推廣計劃的成效很大，不但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幸福感均大大提升，

各階層的員工也對小組計劃表示支持，而有些意見甚至影響科隆酒

店的重點業務領域和酒店的商業策略發展。

  適當的壓力有助我們不斷進步和向目標前進，但如果壓力太多

並超過我們能承擔的程度，反會使工作效率變差，身心更會在長期

受壓下導致各種疾病。每個人都有機會面對來自不同層面的各種壓

力，而面對工作間的壓力我們可以通過僱主和僱員攜手共同努力作

出改善和預防來避免。綜觀香港不同機構組織所設計和推出的舒壓

課程或計劃，大都從個人層面着手教導當事人如何減壓，較少鼓勵

大眾從機構層面作出改善。但事實上，當我們在感到壓力後才去想

辦法舒緩或降低壓力感，實為被動的處理方法，「解鈴還需繫鈴人」，

工作壓力的源頭可是來自工作，我們應當更重視壓力的源頭控制。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較早前出版

了一本名為《預防工作壓力查核要點》的教學手冊，不同背景和規

模的機構企業都可以利用手冊中提到的內容確切地實行各種工作壓

力預防和改善措施，例如：管理層的工作領導指引、員工的工作自

主權及其社交支援等要點，讓機構能因着工作場所和內容要求編製

出適用於自身需要的壓力查核清單，這樣更能讓機構了解自身的實

際狀況，然後對症下藥，發揮長遠效果。

  我們藉此希望本港的各行各業機構都能對工作壓力預防和改善

有更多關注和重視，多從制度和管理層面上作出改善，一起減少大

家的壓力，共享健康工作間，誠如世界精神衛生聯合會所期盼：身

心和精神愉快並有尊嚴地活着。

( 資料整理 : 馮詩恩、劉曉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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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2011 年統計處的數據，本港有超過 85 萬人居港少於七年，

而當中從內地來港居住的就已高達 17 萬，其中一半為勞動人口。為了

解內地來港人士的職業健康及支援情況，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特意誠邀新

家園協會及國際社會服務處合作進行「內地來港人士的職業健康支援需

要行動研究」。我們希望藉此研究，讓社會大眾更深入地了解內地來港

人士的職業健康情況，並透過提出有效可行的改善建議，促請僱主與政

府共同保障內地來港人士的職業健康。

  是次研究發現不少受訪者均缺乏足夠的職業健康支援，而他們的僱

主也對其職安健的重視程度不足。我們期望政府檢討及多加監管與職業

健康相關的條例，並提高內地來港人士對相關條文的認知，以確保條

例能有效保障他們的職業健康。另外，我們也期望相關團體多加合作，

針對內地來港人士的需要和情況而調整現時的職安健推廣。

  研究報告經已出版並免費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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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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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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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87-105號百利商業中心1429-1437室  

 電話：2725 3996  傳真：2728 6968  網址：www.hkwhc.org.hk  電郵 info@hkwhc.org.hk 

 傳統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 推廣普遍由僱主和管理層單向地制訂相關政策及培
訓安排予員工，由於後者在過程中多處於被動的角色，加上職安健改善措施或未能
切合他們的實際工作需要，因而減低員工改善工作態度和行為方式的積極性和有效
性，令職安健的宣傳成效事倍功半。 

 為了更有效提升前線員工在職安健改善過程中的參與水平，本中心特別設計是
項參與式職安健改善計劃，以協助機構通過前線員工和管理層合作，共同建立職業
建康文化，提高員工的歸屬感及機構的正面形象。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式 由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用以加強前線員
工在職安健上的參與程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機構所推行的各項職安健改善及推廣
活動，同時亦強調培訓效率及可實踐性。據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的資料顯示，機構
採用此模式後，工作意外率能大大減低六成，而工傷索償金額亦大幅下降。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簡介會 
 

為協助機構了解本中心是項職安健改善計劃，本中心現提供簡介會，內容如下： 

1. 與職業健康安全相關的法例簡介 

2. 職業健康安全預防原理  

C 了解如何透過預防措施，改善員工的職業健康安全 

3.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式」簡介 
C 了解員工參與式持續改善模式的過程與元素 

C 了解如何建立職安健改善文化，提高員工改善工作態度和行為方式的積極
性和有效性，為機構內部職安健穩定發展訂下基礎 

C 了解本中心是項參與式職安健改善計劃的詳情 

如有興趣或欲查詢有關詳情，歡迎致電2725 3996予本中心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職安剪報

2015 年 7 月至 8 月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7 吊臂墜組件殺好爸爸。 明報

1/7 斷纜擊中 80 後躉船工 飛墮爆頭亡。 東方

5/7 高鐵地盤管工，隧道內頭部重創。 東方

19/7 女工墮平台「吊籃」助脫險。 東方

23/7 淨化海港地盤換水泵，豎井下觸電，南亞工 1 死 1 傷。 明報

25/7 空姐工傷被炒，轟國泰無情無義。 東方

27/7 港鐵地盤墮石，尼籍工險盲。 東方

30/7 地盤斷鐵鏈墜落，砸傷兩工人。 明報

2/8 雨天戶外燒焊 工人殛危險 東方

4/8 機器突啟動 夾死煙草工人 明報

8/8 地盤墜工作台一死一傷 燒焊拆鐵架 飛墮 15 米 明報

12/8 高溫工作易中暑　促立法增休息時間 東方

12/8 保安墮 4 米污水井機房亡 明報

12/8 外判工中暑傷腦口齒不清　追討無門 明報

13/8 曾做馬會 學過急救 廚工心外壓救回觸電同事 明報

22/8 元朗燈柱失鐵蓋 清潔工觸電傷 東方

30/8 工字鐵壓斷工人腳 東方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收費：新症收費 $100，覆診收費 $60，藥物每種收費 $10

位於 觀塘的勞工處職業健

康 診 所， 已 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遷往觀塘協和街 60

號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繼

續為在職人士提供服務。

任何懷疑患上與工作有關的疾病

的在職人士，可致電或親臨職業健

康診所預約就診，無需轉介。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九龍觀塘協和街 60 號

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

( 港鐵觀塘站 A1 出口 )

預約電話：2343 7133

新界粉嶺璧峰路 2 號

粉嶺健康中心七樓

( 港鐵粉嶺站 A1 或 C 出口 )

預約電話：3543 5701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87-105號百利商業中心1429-1437室  

 電話：2725 3996  傳真：2728 6968  網址：www.hkwhc.org.hk  電郵 info@hkwhc.org.hk 

 傳統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 推廣普遍由僱主和管理層單向地制訂相關政策及培
訓安排予員工，由於後者在過程中多處於被動的角色，加上職安健改善措施或未能
切合他們的實際工作需要，因而減低員工改善工作態度和行為方式的積極性和有效
性，令職安健的宣傳成效事倍功半。 

 為了更有效提升前線員工在職安健改善過程中的參與水平，本中心特別設計是
項參與式職安健改善計劃，以協助機構通過前線員工和管理層合作，共同建立職業
建康文化，提高員工的歸屬感及機構的正面形象。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式 由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用以加強前線員
工在職安健上的參與程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機構所推行的各項職安健改善及推廣
活動，同時亦強調培訓效率及可實踐性。據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的資料顯示，機構
採用此模式後，工作意外率能大大減低六成，而工傷索償金額亦大幅下降。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簡介會 
 

為協助機構了解本中心是項職安健改善計劃，本中心現提供簡介會，內容如下： 

1. 與職業健康安全相關的法例簡介 

2. 職業健康安全預防原理  

C 了解如何透過預防措施，改善員工的職業健康安全 

3. 「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式」簡介 
C 了解員工參與式持續改善模式的過程與元素 

C 了解如何建立職安健改善文化，提高員工改善工作態度和行為方式的積極
性和有效性，為機構內部職安健穩定發展訂下基礎 

C 了解本中心是項參與式職安健改善計劃的詳情 

如有興趣或欲查詢有關詳情，歡迎致電2725 3996予本中心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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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ganizers:

Disability Management Seminar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Date 14th December 2015 (Monday)

Time 09:00 – 17:30

Venue ST522 and ST523, 5/F, Core 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ees HK$900
($630 as discounted fees for member of Hong Kong Disabilit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No. of Participants 50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Language English

CME/CPD Points To be confirmed

Dr. Glenn S. Pransky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and 
Community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visiting Lecturer at 
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Lowell, M.D. from 
Tufts School of Medicine, and a M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from 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e received the NIOSH Innovative Research Award in 2008,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s Keogh Award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n 2009, and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s Osler 
Medal in 2011.

Course Contents:
1. Overview of Screening Tools to identify high risk cases of pro-long sick leave & difficulty in return to work at 

acute stage.
2. Introduction of suitable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s for the high risk cases.
3.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 program of work modification and job accommodation.
4.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 program of workplace mediation.
5. Case sharing and discussions by local speakers on the above theme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http://dmpa.hk/data/documents/Registration-Form-_-DM-Seminar-201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