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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踏入二月份農曆新年，首先在此祝 各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動職業健康宣傳教育及職業傷病工友的康復。

過去三十年間，在職業健康預防及工傷康復的領域中默默耕耘，推動了不少工

作，亦累積了寶貴的經驗。近月，中心同事便嘗試整理和總結過去多年中心所

參與及推動的工傷康復工作，於本期職業健康中與各位讀者分享當中的點滴與

成果。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與其他工傷康復持份者成功推動改革僱員補償

制度，把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納入條例的範圍內。

  此外，中心亦十分關注去年所發生的鉛水事件。當社會正熱烈討論含鉛食

水如何影響飲用者的健康，我們更關心的是事件中被忽略的那些接駁食水喉管

工人，及他們因工作而暴露的職業健康風險。在本期的社會評論，我們會有深

入的探討，盼能引起讀者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自去年 7 月被人發現並公開至今，「食

水含鉛」事件已成為全港市民其中一

項最關注的健康議題，多個政府部門、發展

商和勞工組織都因而涉及其中，甚至已交由

獨立的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審理是次問

題的起因和責任，亦令社會各界重新喚起檢

討和改善現有檢測制度的訴求。

  因著事件引起不同民間組織的注意和被

社會繼續發酵，本港多條新舊屋邨、甚至連

幼兒教育機構、老人服務單位、醫療機構、

私人屋苑等都自行或被安排檢驗食水，結果

發現原來有關問題早普及地潛藏在各區各戶

之中 1。食水中被測定出含有多種重金屬，

以「鉛 (Lead)」和「鎳 (Nickel)」的含量較

多，部分樣本甚至超出世界衛生組織 ( 下稱

「世衛」) 定下的可接受標準數倍至二十倍
2-4，亦由於前者對嬰幼兒和孕婦的影響較嚴

重且深遠所以特別為人們所重視，也令現時

社會和政府部門往往將問題重心投放在這些

「高危」人群的身上，一批又一批的安排他

們到醫院和化驗中心接受驗血 5。

  由政府成立的專責調查小組的調查報

告 ( 下稱「調查報告」) 中表示 6，有關問題

或源於接駁食水喉管時所使用的焊接物料含

有過量的重金屬成分，才會令當中的鉛及其

他重金屬滲透至食水中，繼而為市民飲用吸

收。但是，相比飲用者的健康影響，又有多

少人對負責接駁這些喉管的工人的健康表示

關注？

  按照世衞的《飲用水水質準則》訂定

的暫定準則數值，一公升食水的含鉛量不

應高於 10 微克 7，是次事件中除個別樣本

被指超標較多外，其餘超標樣本都只約超

出標準一至五倍以內，絕大部分檢驗樣本

甚至未有超出相關標準 8-9；至於市民的驗

血結果，其血液含鉛量數值最高也只大約

在每百毫升 15 微克左右 1。但若比較工人

所暴露的健康風險，本港勞工處 10、美國

職業安全衛生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11 和英國衛生

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12 

同樣將鉛物料的職業衛生標準 - 時間加權

平 均 值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Time 

Weighted Average, OEL-TWA) 定為每一立

方米空氣 0.05 毫克 ( 即 mg/m3)，而根據調

查報告附錄 2.4 中的《供水鏈部件釋出物料

分析》數據顯示，該些建築物中的絕大部分

錫焊物料樣本本身皆含有高量的鉛 6，若參

考科學研究的血液含鉛量監測數值可見，會

在焊接工作時吸入錫焊料釋出的煙霧的工人

其血液中的鉛含量甚至可高達每百毫升 73

微克 13，較現時一般市民所測出的數值超出

4.8 倍；再者，透過飲用食水中的鉛所吸收

到的劑量較易因生物利用度 (Bioavailability) 

和其形態所影響而減低，相反以煙霧形式吸

入肺部再進入血液當中卻非常直接，令工人

蒙受危害的風險大大提高；而相比低劑量的

接觸可慢慢透過尿液排走，如此大量的鉛吸

收後更有可能黏附到骨骼之中，長久地危害

工人的健康，絕對不容大家所忽視。而英國

方面更明確地表示焊接工人需要日復日、年

復年的接觸，屬於鉛暴露的高危人群，更建

議應透過開工前的風險評估和開工期間適當

地使用抽風系統來減低接觸機會及劑量、同

時為經常進行高危工序的工人每三個月安排

一次血液檢驗 14；另一方面，為從源頭消除

禍害，多年前已有外國研究報告提出應當全

面停止使用含鉛的焊料 15。但截至現時，本

港市面上不單仍有大量含鉛物料可供購買，

而且政府當局、其他團體或人士亦未有在事

件曝光後為這班工人評估其健康風險和安排

醫學檢驗，將只會令這禍害繼續影響工人和

市民的健康。

  而是次事件則再一次暴露出本港各行各

業的職業健康安全 ( 下稱「職安健」) 制度

並非如大眾所想般良好，起碼在「監管制

度」、「預防培訓及教育」及「保護措施」

三個層面均有不足：從調查報告和證人在聆

訊期間的供詞 16-18 可見，現時本港法例未有

對市面上銷售的物料有否含不良雜質作出監

管，而有關政府部門亦沒有要求工程承辦商

須定期接受關於工序及物料危害和正確控制

方法的培訓，所以他們對工程所用物料的成

分及潛在危害的認識和警覺性皆非常貧乏；

若工人在工作期間未有採用正確的通風控制

和合適個人防護裝備，便會容易導致工人因

購入「黑心物料」施工而令自身健康帶來無

可估量的直接影響，亦如是次事件中令廣大

市民同樣蒙受間接危害。

  本中心希望相關政府部門、商會或工人

組織、甚至工人自己在是次「食水含鉛」事

件中更多關注有關不足情況，除應盡快安排

懷疑受影響工人也接受驗血外，亦必須透過

持續的環境監測與個人暴露監察得悉工人與

含鉛焊接煙霧的暴露水平，因而可更準確和

長遠地就現行制度和工作方式的漏洞予以修

補。另一方面，雖然工人很多時候在施工層

面和技術上都擁有十分專業的技能和經驗，

但他們對於職業危害的評估和預防措施的設

計卻往往不大懂得，令職安健的預防效果事

倍功半，亦危及市民的健康。為此，本中心

亦促請有關當局修改法例和行業工作守則內

的要求，建議檢討現時不同行業工人身體健

康的保護情況，參照現時從事處理石棉和挖

掘隧道的工人 19，重新修訂需要進行身體健

康檢查的行業和檢查項目，成立針對性的身

體健康檢查規例，將焊接和其他易於與有害

物質接觸的工序也必須每年接受法定的身體

檢查；並規定工程承辦商必須委託具備相關

職業衛生知識的專業人士定期為轄下項目進

行評估和監測，取長補短，以杜絕源頭污

染，從根本保障工人和市民的健康。

[ 資料整理：王俊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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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前言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在 1953 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期間首次在香

港實施。整個架構是依據 1943 年英國的 ( 工人賠償

法案 ) 所制訂。這項條例是一項為工傷仲裁及補償

的成文法計劃，就僱員因工受傷制定一個不論過失

及毋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 僱員補償條例中的細

則及程序均側重於補償，而沒有為職業傷病工人作

出積極復康及重返工作的安排。

  現存的制度中，工傷工友的醫治及康復治療主

要由香港公營醫療機構提供。專科醫生則着重於

工傷工友傷患的醫治，是否需要進行手術；轉介受

傷工友接受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的康復治療，

而康復服務則主要集中處理患者的身體肌能訓練、

功能性能力評估、人體工效學的調整 (Li-Tsang，et 
al，2007)。然而，工傷工友在康復治療後能否成功

重返工作，試工或輕工的安排及在職支援都是現行

制度中沒有提供的。在缺乏系統的介入及支援下，

工傷工友在重返工作上面對重大困難。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 1984 年成立以來，一直

以來致力保障工人職業健康，推動職業傷病工人重

返工作及促進社區共融為服務宗旨。在僱員補償條

例實施超過六十年，各工傷康復持份者均認同條例

需要作出修訂，中心總結過去三十年的就工傷康復

作出推動及倡議的工作。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推動工傷康復的服務及
工作

1) 宣傳教育

  關心職業傷病工友的康復，協助他們盡快重返工作

是中心多年來的服務宗旨。而中心在 1985 年已開始於

刊物《職業與健康》分享一個嚴重工傷個案所面對的困

難及討論賠償項目。1992 年，中心在刊物撰寫職業傷

病職業健康初探，從職業健康角度看《康復政策及綠皮

書》。2000 年 10 月，中心在刊物撰寫「工傷康復與補

償追討之矛盾」，文中建議可參照已發展國家如美國、

澳洲及加拿大等，把康復及如何協助僱員重返工作列為

條例中重要的目標，委任個案經理負責聯絡僱主、僱員、

保險公司及復康人士，協助受傷僱員得到合理賠償，並

盡快康復重投工作崗位。中心刊物分別就工傷康復中具

備重要的議題如：工傷康復者的再培訓計劃內容作建議、

敦促政府全面檢討僱員補償條例、探討公務員及政府合

約員工的工傷康復及重返工作安排、由勞工處推出的自

願復康計劃等作出精要的描述及分析。而當立法會就僱

員補償條例和職業健康作出修訂討論時；中心亦透過刊

物職業健康作為平台，把推動工傷康復的訊息向讀者發

放。讓有機會細閱刊物的從事職業康復服務的專業醫護

人員、處理及執行政策的勞工處及政府部門、負責監察

及推動政策發展的立法會議員和關心勞工階層的勞工團

體等，認識及了解到工傷康復的重要。

  除透過中心刊物作教育外，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

2005 年和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合作舉辦「工

傷康復計劃 – 適時重返工作的康復服務」。這個計劃是

以個案管理的模式進行，並由富經驗的康復專業人士組

建跨學科的康復團隊提供服務。計劃中，曾就飲食業、

交通運輸業、零售業等高危工傷行業舉辦計劃簡介，讓

僱主、人力資源部同工、有機會需要處理工傷員工復工

問題的人員認識及了解工傷康復的流程，從而認識到僱

主的參與、企業制度的配合能夠協助員工早日重返工

作。而這個計劃是中心最早期推行有殘疾管理概念的項

目。直至現在，曾參與計劃的企業僱主更應邀出席中心

的周年大會，分享他們於企業內推行殘疾管理的經驗

2) 政策倡議

  推動工傷康復發展，政策的配合及執行是非常重要

的。香港政府在 1992 年發表《康復政策及服務綠皮書》，

當中對職業傷病者康復的需要並沒有太大的關注。同年 6
月 9 日，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4 名代表就《康復政策及服

務綠皮書》約見兩局議員，指出康復政策及服務綠皮書

在推動工傷康復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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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對職業健康重視不足。1998 年 10 月，中心於刊物

中倡議設立一個中央性的職業傷病賠償基金。除賠償外，

工傷康復服務及職業健康服務亦被列入需關注的項目。

2) 勞工處應擔當更主動的角色，設立專職團隊協助、

處理、跟進及協調職業傷病工友工傷後遇到各項有

關補償及勞工權益問題。

  主動聯絡及搜集各政黨及候選人的意見及回應，在

42 位候選人中共有 11 位把工傷康復列入他們的候選政

綱內。

3) 前線服務推動

  香港職業及環境醫學學會、香港職業治療學會以及

香港物理治療師工會在 2000 年 12 月 7 日組成「職業傷

病復康專業團體聯盟」，全面檢討僱員補償條例。香港

工人健康中心提供行政支援，協助討論、完成及出版香

港職業復康計劃書。計劃書內除談及現行僱員補償制度

的問題外，更就完善的職業復康計劃作出詳細的描述，

包括：工作實地復康、提早介入、跨專業小組介入及僱

主可於制度擔當的角色。

  一直以來，中心以先導者的身分，於社區中推動以

「跨專業」服務模式提供工傷康復的工作。1994 年 5
月至 10 月，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香港僱員再培訓局合

作舉辦『復職錦囊』再培訓課程 , 為 71 位工傷康復者

提供再培訓服務 , 而成功重投工作達百分之 43。1998
年開始，中心為職業傷病者提供「個案跟進式」的職業

康復服務。為每位接受復康服務的個案設立電腦檔案，

有職員負責跟進。而負責職員定期向「職業康復指導委

員會」匯報個案進展，安排個案接受復康和到中心定期

復查。承蒙僱員再培訓局的資助，在 2001 年開始推動

及開辦，於社區中推行的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 ( 現
名為職業生涯導航基礎證書 )，對象主要為有重返工作

需要的工傷康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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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

舉辦課程至今 , 已為超過 1500 名工傷康復者提供就業

支援及重返工作的服務 , 而成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百分

之 70。

  就着僱員補償條例內容需作檢討事宜，香港保險業

聯會早於 2000 年 11 月 28 日公佈《檢討香港僱員補償

制度》研究報告，指出需要徹底改革整個制度。而中心

當時已於刊物「職業健康」撰文回應，指出需要全面檢

討僱員補償條例，考慮成立中央補償基金。2003 年 , 因
非典型肺炎的爆發而引致補償金額過億，大部分保險公

司不願再接受醫護行業的勞工保險。因此，香港工人健

康中心在同年的 12 月 21 日舉行「僱員補償怎麼辦」論

壇，更成立「要求設立『中央補償基金』聯席」。要求

把工傷康復及預防的元素引進香港的勞工補償範圍內。

2004 年 8 月中心更主動就僱員補償條例修訂作草擬建

議書 , 把個案管理及工傷康復的元素引進條例內容中。

2005 年 7 月 30 日，中心在蘋果日報投稿，以檢討工傷

復康服務為主題。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中心就着一直倡議與工傷

康復有關的政策及措施，包括：

1) 改革僱員補償制度，引入跨專業的職業復康計劃。透

過個案 / 殘疾管理，加強僱主在協助工傷工友重返社

會、重投工作及預防再次受傷等方面的承擔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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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多年提供康復服務的經驗，中心了解到漫長的

工傷病假對受傷工人帶來的是不同的後遺症、經濟壓

力、情緒低落及人際關係惡劣等問題。從 2010 年開始，

為早期工傷工友提供培訓課程，協助他們認識及理解整

個工傷康復流程，掌握痛楚處理技巧，社交心理支援及

適應。因此，現時僱員再培訓局轄下開辦，專為工傷康

復者而設的再培訓課程均為中心多年來不斷努力探索的

經驗累積，並經中心的研究團隊作實證研究，才能得如

此的服務框架。

  除此之外，中心在 2010 開始為 530 位受傷不超過

六個月的早期工傷工友，推行「社區為本」早期工傷康

復先導計劃，提供重返工作協調及統籌服務。當中，

356 位早期工傷工友能夠成功重返工作，而計劃更成功

與不同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急症室部門聯繫並建立

起緊密的合作關係及模式。

  為了協助更多早期工友能夠適時重返工作，中心

成功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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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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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身體受到永久損傷和長期疼痛的後遺症，工友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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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心

在舉辦課程以外，持續地舉辦讓工傷工友信心提升及保

持社會參與的再創明天義工計劃，讓工傷康復者學習以

正面樂觀角度適應生活上限制的社交心理調適小組。

4) 跨專業交流及推動

  中心作為一個跨專業的交流平台，曾多次舉辦研討

會及交流會等，讓各持份者一同參與及推動工傷康復的

發展

 2000 年 11 月 18 日 - 中心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 《工

傷復康與補償追討之相互關係》講座及研討會，共

有 108 人參加。提升社會人士對僱員補償條例運作

及工傷康復的關注。

	2004 年 4 月 13 日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廣州康復

中心合作，在九龍窩打老道基督教青年會國際賓館

舉辦 《工傷保險及康復研討會》。

	 2009 年 1 月 10 日 – 中心與香港工會聯合會舉行《預

防、賠償、復康 – 香港工傷保險制度該如何發展》

研討會，120 位來自工會代表、醫療康復專業人員、

僱主、保險界以及工傷工友積極討論及發言。

	 2009 年 12 月 3 日 – 聯繫及安排勞工團體成員，與

來自私營及公立醫院的矯形外科醫生作交流及討論， 
了解彼此在工傷康復層面上關注的地方。

	 2011 年 12 月 10 日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三位勞工

界立法會議員及六位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合辦

《兩岸三地僱員補償交流會 – 探討香港僱員補償制

度的發展》

  自 2004 年內地工傷保險條例頒發及實行後，內地

工傷康復無論在服務模式上，政策配合等層面皆發展迅

速。為了增進粵港兩地的溝通及交流，香港工人健康中

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合辦『粵港工傷康復交流團』。是次交流的參加者，

包括勞工處的勞工事務主任、勞工團體、勞工顧問委員

會資方的成員，以個人的身分參與。在短短兩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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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參加者不單認識到國內工傷康復政策的發展，更了

解到康復管理及互助組的成效。

  透過不同的交流及培訓計劃，中心希望能聯繫亞洲

地區相關專業人員作經驗交流。而其中，每兩年舉辦的

國際研討會更會舉辦《香港工傷康復政策發展圓桌會

議》。2012 年的圓桌會議上更就着工傷康復介入模式作

出討論，當中更探索出「以行業為本」的工傷康復介入

模式。而會議過後，中心作出跟進，與各持份者討論及

探討實際可行的運作模式。而中心在 2013 年 6 月的週年

大會上亦作出跟進，介紹以行業為本設立一站式工傷康

復中心的可行性。而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職業安全健康

局把此概念引進於新發展以建築行業為本的服務模式。

  中心推動的範圍亦逐漸從「工作康復」邁向「復能、

復職管理 – Disability Management」的概念。過往，中

心曾邀請於國際上富有經驗 的專家來港舉辦培訓工作

坊；於國際工傷預防與康復研討會上分享外地的經驗和

研究的結果。讓本地從事工傷康復及處理工傷個案的持

份者獲益良多。

是，在 2012 年香港特別行區首長選舉中，個別勞工團

體更把關注工傷康復列入對特首候選人政綱的要求。在

2013 年，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於立法會提出“保障職業

安全＂的議案。而鄧家彪議員亦作出修訂，提出全面檢

討《僱員補償條例》，更應完善工傷及職業病預防及復

康的機制，協助受傷僱員回復健康，重投社會。

  除此之外，部分勞工團體如街坊工友服務處、職工

盟亦開始推動工傷康復工作。而工業傷亡權益會對工傷

康復的態度亦趨向支持。

3. 個別醫療機構 / 部門開始關注工傷康復
及推動研究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 2001 年開始於社區中推行工

傷康復服務，在過去十五年期間，中心與專業醫療康復

人員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作出積極的個案轉介，協

助工傷工友早日重返工作。隨着早期工傷康復服務的推

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各伙伴合作推行的工傷康復先

導計劃 – 與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合作的骨科職業健

康諮詢門診，與聯合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部門合作的適

時重返工作介入計劃，與伊利沙伯醫院急症覆診室合作

的工傷康復及重返工作協調計劃。工作員定期到醫院專

科及急症覆診所作個案面見，提供適時的工傷康復介入

服務，以協助工傷工友重返工作為目標。而這項合作模

式不單為工傷工友提供協助，而各合作伙伴對工傷康復

的關注有所提升。

  除直接提供服務外，中心努力的推行讓個別持份者

開始關注及推動工傷康復的工作和研究。2003 年 3 月，

由勞工處和保險業界以試點形式推出的「自願復康計

劃」，對象最初以建造業僱員為主，由保險公司聘用私

營的復康公司作康復跟進及處理賠償的事宜。

2011 年，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及創傷外科於 2011 年推行

Multidiscipline Orthopaedic Rehabilitation Empowerment 
program＂( 工傷康復計劃 ) 研究計劃，並於 2015 年 12
月發表研究報告。中心的社工亦有參與其中，並提供個

案管理服務。而職業安全健康局於 2015 年亦積極籌備

及計劃開設工傷康復計劃，對象亦以建造業受傷工友為

主。

  由此可見，中心前線服務的提供能夠推動各合作伙

伴為工傷康復進行不同的研究，希望能於工傷康復的發

展中有一點貢獻。

4. 工傷康復在內地的發展及成長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及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由 2003
年合作推動工傷預防及職業社會康復。而當中，中心把

工傷康復中重要元素：個案管理、個別重返工作支援及

統籌、適時介入等引進國內的工傷康復服務。當中，更

把推行工傷康復的經驗分享予廣州工傷康復中心、成都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推動工傷康復的成果 -

1. 項目被採用作工傷康復跟進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成立以來以先導者的身分，

推動香港工傷康復。在 1992 年 1 月設置的南昌邨新會

址，已備有當時香港僅有的職業康復器材 (Valpar). 與此

同時，邀請到從事工傷康復工作的專業醫護人員、康復

治療師以義務性質參與中心的康復工作；於社區中推動

以「多專業」(multi-disciplinary) 服務模式，進行工傷康

復。逐漸地，多專業服務模式已逐步被醫院及私營醫

療機構採納。而中心亦是首間提供「工作強化」(Work-
hardening) 作工傷康復跟進的機構 (1994 年 )，而有關項

目亦最終被醫院內的康復部門採納以作工傷康復跟進。

2. 勞工團體對工傷康復的關注

  經過中心努力的推動，香港的勞工團體近年認同工

傷康復的重要性並把工傷康復納入成為工作服務範圍及

政策倡議的主體。在 2011 年，勞工界立法會議員葉偉

明於立法會提出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雖

然，議案最終未獲通過，但亦可見部分立法會議員對職

業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開始關注。而最令中心感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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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僱員補償條例倡議及推動工傷康復工作列表

月 / 年份 工作

6/1985  初次於中心刊物《職業與健康》分享一個嚴重工傷個案所面對的困難及討論賠償項目。

1/1989  中心與香港理工學院職業治療系及一些物理治療中心合作開展「康復服務計劃」

11/1991  中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合基金撥款資助一個為期三年的職業康復輔導服務計劃。

11/1991  中心刊物《職業與健康》淺釋僱員補償法例，並成立中心的「職業康復指導委員會」。

1/1992  中心於南昌邨會址內設立第一間職業康復中心，配備當時香港僅有的職業康復器材。

2/1992  於中心刊物《職業與健康》- 職業傷病職業健康初探

6/199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4 名代表就「康復政策及服務綠皮書」約見兩局議員。

12/1993  於中心刊物《職業與健康》討論工傷康復者關鍵性的再培訓計劃，並作出建議

5/199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香港僱員再培訓局合作舉辦復職錦囊》再培訓課程，是首間提供「工作強
化」(Work-hardening) 作工傷康復的機構及課程

10/1996  評論 - 敦促政府全面檢討現行的僱員補償條例

10/1998  專題 - 香港需要設立一個中央性的職業傷病賠償基金

10/2000  探討 - 工傷康復與補償追討之矛盾

12/2000  探討 - 回應香港保險業聯會報告書 要求檢討香港僱員補償條例

9/2001  正式開展及舉辦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

2/2002  成立職業傷病復康專業團體聯盟

6/2003  公務員及工作於政府資助機構員工面對的職業傷病引致的困難
 工傷及職業病患者復康復需要調查報告

4/200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廣州康復中心於 4 月 13 日舉辦『工傷保險及康復研討會』

市第二人民醫院、上海的陽光康復中心等合作伙伴。而

個別地區的工傷康復服務發展至今已越趨進步。

  政策方面，2012 年 6 月 14 日，中國國務院頒佈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列明要充分利用現有醫療和康

復資源，以國家級和區域性工傷康復平台為示範引導，

以地區級康復平台為基礎，以購買服務為主要方式，以

促進工傷職工職業康復為主要目標。而康復治療中的

「工作能力強化訓練」更被列入工傷醫療待遇的項目中。

前瞻及中心期盼

  康復，讓工傷工友盡快恢復健康、重返工作、重投

社區和生活、減少社會的負擔，是中心多年的工傷康復

服務宗旨。經過多年的努力，感到喜悅的是工傷康復的

概念已被合作伙伴、專業醫護人員、勞工團體、處理工

傷個案的持份者所認同，一同發展各項服務以彌補現行

制度的不足。

  長遠來說，於 1953 年成立的僱員補償制度需要進

行檢視及改革，把工傷預防和康復納入條例的範圍內。

而一個適切的職業復康服務制度亦需要作出檢視及制

定。從統籌工傷康復服務開始，中心建議政府有關部門

可以擔當統籌的角色，制定工傷康復服務的框架。而理

想的工傷康復服務需要運用個案管理的模式，為每一位

工傷工友委任個案經理，作出適時的介入及正確康復資

訊的提供。透過個別的輔導環節及社交心理調適項目，

協助工友克服身體及心理上的限制。透過跨專業的合作

及溝通，為工傷工友作重返工作的統籌及協調。而僱主

亦需要承擔工傷康復的責任，於企業內發展「復能、復

職管理 – Disability Management」計劃，促進工傷康復

者或長期痛症患者早日重返工作。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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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職業傷病復康專業團體聯盟，“職業復康計劃書＂，2002

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職業健康＂，1985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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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4  僱員補償條例修訂建議 ( 個案管理 )

8/2005  社會評論 – 檢討工傷復康服務

12/2005  專題分析 - 工會保險業看香港工傷職業復康發展

4/2006  編者的話 - 為何要全面檢討勞工法例

12/2006  社會評論 – 對勞工處推出的「自願復康計劃」意見書

4/2007  發佈會關注受傷公務員的復工問題

6/2007  社會評論 – 檢視「自願復康計劃」

10/2008  專題分析 - 現行僱員補償制度對工傷工人精神健康之影響

12/2008  工傷康復 - 關注工人精神健康，有助適時重返工作

6/2009  重返工作手冊出版

4/2010  專題分析探討公務員及政府合約員工的工傷康復及重返工作安排

4/2010  開拓與東區尤德醫院、威爾斯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合作，以個案管理模式提供工傷康復服務，
促使工傷工友適時重返工作。

8/2010  回應立法會討論有關『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

6/2011  專題分析 -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

11/2012  舉行圓桌會議。工會代表，僱主表及勞工處同工一同參與及討論香港工傷康復發展。

6/2013  以行業為本的工傷康復中心

10/2013  與急症室部門合作，把適時重返工作的概念引進，協助工傷工友重 返工作。

10/2015  開展工傷工友復康復職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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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職業性失聰 ( 下稱“職聰＂ ) 屬於神經性失聰的一種，工人長時間在高噪音環境下工作，導致內耳的神

經細胞受到破壞。這些細胞一旦死亡，便不能再生，因此是無法醫治的。受影響人士的聽力會受到永久損害，

逐漸形成失聰。在噪音環境下工作，噪音的音量愈大，受損的程度便愈大。[1] 2004 年至 2013 年間，香港每

年都有大約 50 至 100 宗證實為職業性失聰新症個案，更從 2010 年起超越矽肺病成為每年最多人患上的職

業病，在 2011 年間更有高達 157 宗個案，情況令人關注。[2]

  工人患上職聰後，無論對自身、家人、社會及僱主均有一定的影響。自身健康狀況方面，除了出現耳鳴、

頭暈、血壓上升及食慾不振等症狀外，工人在心理方面亦有負面影響，他們會容易感到煩躁、心理壓力及情

緒困擾等，亦或會由於聽不清楚工作指令或緊急警報，令容易引致工作意外的發生。[3] 此外，職聰會妨礙與

親人的溝通，影響家庭生活。社會層面上，會影響勞動市場的發展，增加社會資源的負擔。另外，僱員一旦

患有職聰，有耳鳴及失眠的情況出現，精神難以集中，加上溝通困難，難以聽從上司指令，因而影響生產，

做成生意上的損失。

政府及社會力量對職業傷病意外事故
的回應 ( 立法 / 執法 / 教育 / 社會行動 )

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徵款率的調整

  自 1990 年起訂立《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例》，

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 ( 下稱“徵款管理局＂) 會

就三個法定團體的財政來源向僱主徵收保險徵款，三

個團體包括：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 下稱“援助

基金局＂)、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 下稱“職聰補償

局＂) 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 下稱“職安局＂)。多年來，

徵款率及分配率曾作出多次調整，[4] 然而，該調整引

起不同界別的迴響，對其調整計算法亦存疑。

  就徵款管理局對下調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徵款

率，政府認為有鑒於援助基金局在 2000 及 2002 年，

向因工受傷而未能從僱主或承保人取得相關補償的人

作出了巨額支付。在 2001 年更有兩間經營僱員補償

保險業務的主要本地承保人清盤，此舉令援助基金局

之財政狀況更趨惡化。政府更先後向該局提供貸款以

協助其度過難關。由於徵款管理局預計援助基金局在

未來 10 年會出現財赤，更會出現現金週轉問題。故

將保險徵款率提高，以增加其營運收入，確實是事在

必行。[4]

失聰僱員補償申請資格

  在 1995 年由一群職聰患者所寫的《職業性失

聰補償草案》立場書上提到，當年規定失聰僱員

 職業性失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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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法例規定的指定 29 個噪音行業工作，所謂

高噪音行業主要以工業、建造業、船舶業、機場

行業為主 ( 詳列附件甲 )，而引致失聰才可獲得補

償 [5]；此外，申請者須在申請前十二個月內，連續

受僱於指定的高噪音行業滿十年，或四類特別高

噪音行業五年。[6] 可是工人往往因從事非指定行業

( 如司機、食品工廠等待 ) 而失聰，都未能獲得賠 

償。[6][7] 因此年期及行業往往會成為職聰患者申請補

償之關鍵，故社會對改善申請資格聲音亦不乏存在。

勞工團體一般就職聰僱員對申請補償資格均認為不合

理，及有改進空間。因為有很多工人都有機會因為工

作關係而引致失聰，但工人在非指定的高噪音行業工

作而引致失聰都不能獲得賠償。

  另外，香港聽覺學會主席亦提到現時並無科學證

據顯示在噪音行業工作達十年的人才會失聰。就其他

國家作參考，英國對受僱於高噪音行業就始初定二十

年者才可獲補償，至 1979 年減至十年。他透露英國

當初制定嚴格補償資格門檻，目的是以防聽覺矯正服

務不勝負荷。由此可見，服務年期的準則當時只是為

行政目的而訂立，而非有任何事實或科學根據而設。

事實上，據聽覺專家及醫生表示聽覺損傷或暴露於

85 分貝以上噪音環境達八小時者，均可隨時失聰。

加上在噪音管制仍有待改善的情況下，工人可能在受

僱三至五年便會引致失聰，但按規定的話又未能獲得

賠償，因而工人會繼續工作而令自己附合法例申請資

格，故加劇其失聰程度。[8] 此外，職聰必要在離開高

噪音行業十二個月內提出申請，但有不少僱員未能及

時察覺聽力已經受損而錯過申請時間。與《僱員補償

條例》比較，工傷人士申請補償時間的上限為二十四

個月，故團體間都認為職聰條例未能達致一視同仁。[9]

付還計劃

  2007 年立法會答覆文件內陳述，根據當時法例

的規定，職聰補償局會向職聰人士，付還關於聽力輔

助器具的開支。每名申請人可申請付還的開支上限為

一萬八千元，而首次購買和裝配該等器具的上限為

九千元。所有申請都經由醫生及聽力學專家組成的職

業性失聰醫事委員會審批，以確保助聽器適合申請人

的需要和有關的費用合理。

  勞工處因應過往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運作經

驗，就聽力輔助器具的開支上限作出檢討，並在

2011 年，把上限調高至三萬六千元，令職聰患者可

在其生活上添置更多適切用具。聽力輔助器具包括：

助聽器、經特別設計以供有聽力困難人士使用的電話

擴音器、設有閃燈或其他視像裝置以表示鈴聲的桌面

電話、管理局根據醫事委員會的意見裁定患者需要使

用的任何器具及上述聽力輔助器具的任何部件或配

件。亦有團體在會務報告認為應因時制宜，故聽力輔

助器具指引亦有需要再作改進。[10]

職業性失聰問題的改進

  在政策方面，現時職聰的保障範圍定於「曾受僱

在香港從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合共十年，或從事其

中四類特別高噪音工作合共最少五年，而高噪音行業

並不能全面覆蓋所有範圍。某些行業也會經常接觸噪

音，但都不在保障範圍之列。故此，保障範圍理應被

擴闊至「員工失聰只要能證明因工作環境引起，都可

獲得保障」。

  此外，失聰跟工傷同為永久而不能治癒，失聰申

請者的申請上限為前 12 個月內提出，而工傷人士上

限為 24 個月。故此，條例應一視同仁，把 12 個月

改設為 24 個月，以令患者獲得並保障其權益。[9] 例

與肺塵病一樣，職聰是不能治癒的。故為失聰患者增

設與肺塵病一致的「痛楚、受苦及失去樂趣補償」一

項，確是必須的。

  就付還計劃一項，根據《職業性失聰 ( 補償 ) 條

例》，聽力輔助器具包括：助聽器、經特別設計以供

有聽力困難人士使用的電話擴音器、設有閃燈或其他

視像裝置以表示鈴聲的桌面電話、職聰補償局根據醫

事委員會的意見裁定患者需要使用的任何器具及上述

聽力輔助器具的任何部件或配件。[10] 隨著時代的進

步，失聰患者的使用工具上亦應同步向前，如桌面電

話改為流動智能電話，而現今電話科技資訊發達，利

用文字溝通變得比從前簡單得多，不需像從前只靠聲

音傳訊，如流動電話能納入聽力輔助器具之列，確能

補足失聰患者對聲訊溝通之不足。當然，使用及購買

條款是有必要商討的。

 010



附件甲

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職業健康小知識 

  保護聽覺的最好辦法是減低噪音來源，使用聽覺

保護器只可以視為最後的防護方法。當所有措施均未

能完全將噪音減低至安全的水平，我們唯有佩戴適當

的聽覺保護器。聽覺保護器的種類及其特性包括：[11]

種類 特性

隔聲棉 一次過短期用途，高度噪音不適用

彈性耳塞 可清洗多次使用

發泡耳塞 壓縮放進耳道自動脹回原狀

耳罩 耳罩隔音量高，適合高度噪音

總結

  職聰同屬為永久而不能治癒的病患，卻在法規規

定上跟其他同為永久殘疾病患的內容上有所不一。至

今社會上仍有很多議論及爭取的聲音。如痛苦償還

金、聽力輔助器具改進及申請資格修訂等等。在未

來，有賴社會各界共同實現並改進，以令政策更優

化。故此，寄望藉著各界的關注及互助，從而令這一

群失聰患者可以得到更多適切的援助，令生活適應變

得更理想。

參考資料

1.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職業性失聰

 http://odcb.org.hk/b5_content.php?sid=3&cid=5&sub=1 

2.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 2013

3. 職業安全健康局

4. 就調整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的整體徵款率及分配比率的理據

政府作出的回應  勞工及福利局 2009 年 12 月 

5. 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2012 年 8 月  

ht tp://odcb.org.hk/f i les/pamphlet/Compensat ion%20

leaflet%2008_2012_20120720155909529_b5.pdf

6. 回應「職業性失聰 ( 補償 ) 條例草案」 工業傷亡權益會 

1995 年 2 月 8 日

7. 申請職業性失聰補償的規定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8. 歐建國 (1995 年 ) 「職業性失聰 ( 補償 ) 條例草案」建議書  

香港聽覺學會 

9. 「香港職業安全政策及職業傷病補償」建議書 工業傷亡權

益會 2014 年 5 月 14 日 

10. 2013 年度會務報告 香港衛聰聯會 2014 年 11 月

11. 認識噪音的危害及聽覺保護 安全健康通訊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15 年 1 月

  較常見的聽覺保護器是耳塞類型，而正確的佩戴

方法是以左手繞過後腦，輕提右耳頂端，使耳道張

開，將耳塞放入耳道，輕壓並鑽入。

( 資料整理：馮詩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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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剪報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2/9 去年組件脫落擊斃車主 吊臂車再夾死工人 明報

4/9 空氣化學品標準 保職工安全 東方

8/9 泵車翻側噴石屎傷兩工 明報

11/9 同事倒駛未察覺 吊臂車司機夾車隙命危 東方

15/9 索償老鼠搲客 勞處公院大包圍 東方

2/10 麵店爆壓力煲 女工灼傷 明報

18/10 吊臂車地盤撞死女雜工 明報

27/10 踏折竹枝 斷救生繩 棚工 12 樓墮斃 東方

28/10 工友自行送院 工人遭半噸鐵籠擊中不治 明報

29/10 遭氣喉擊中 高鐵地盤工喪命 港鐵稱需時核實 事發兩日始通報 東方

31/10 巴籍工遭運輸帶夾頭亡 東方

1/11 9 日 7 宗奪命工業意外 內地船員墮沙倉遭活埋 明報

4/11 地盤塌 70 公斤石 工人被壓重傷 明報

8/11 裝卸區零職安 貨櫃砸扁人 去年意外未警醒業界 政府續懶管 東方

11/11 裝修工倒豎蔥墮地不治 明報

18/11 倡加設支撐點 減外牆維修兇險 「飛棚」屢奪命 研新廈裝吊船 東方

19/11 飛墮鄰船 躉船工頭重創 東方

21/11 半小時兩宗工人墮地 一命危一輕傷 明報

17/12 救墮艙工人 鄰船吊臂突斷 鋼纜橫掃 擊傷六消防員 東方

21/12 新樓疑漏煤氣 工人倒斃 明報

23/12 風車鋸切斷裝修工四指 東方

工健動態

Disability Management Seminar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殘疾管理研討會 ( 從研究到實踐 )

    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和香港復

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合辦的 Disability Management Seminar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殘疾管理研討會 ( 從研究到實踐 ) 已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順

利舉辦完畢。研討會共有 54 人參與，參加者包括護士、社工、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醫生、康復管理公司的個案經理、勞工團體的工作員

及勞工處負責處理工傷個案的同工。

    是次研討會，我們除了邀請到 Dr. Glenn Pransky MD MOccH， 現任馬

薩諸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Disability  Research，Liberty Mutual  Research 

Institute) 擔任講者外，本地八位從事工傷康復的專業醫護人員於會議上作個案分享。研討會上，Dr. Glenn Pransky

分享了不同用作篩選早期工傷個案的評估工具，以識別出高危、備有重返工作困難的個案。他又強調對高危個案

的評估和介入時，需要關注生理、心理情緒以及工作的需要。與此同時，強調於協助工友重返工作的過程中，合

適地安排工作崗位、工作時間、工序流程的整調；處理工地上人事的關係都是需要慎重處理的。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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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個案管理模式，協助及促進工傷康復者重返工作是中心康復服務的目

標。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 2001年開始，已於社區中為工傷工友推行不同的介入

服務。從 2010年開始，中心推行「社區為本」早期工傷康復先導計劃予受傷工

友。透過重返工作的支援及介入，使超過 350位受傷期為半年以內的工傷工友

成功重返工作。與此同時，亦成功與不同伙伴如矯形及創傷外科部、職業治療部

門等建立合作關係模式。

    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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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除個案管理模式外，
亦採用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動機唔談法」作為主要的介入方法。

    計劃內的服務範疇主要為 1)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 和 2) 個別重返工作統籌及

支援服務。透過工傷康復資訊的提供，康復諮詢及輔導，讓工傷工友了解整個康

復流程，提升他們面對困難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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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為工友度身訂造

就復工計劃，業選配及工作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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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工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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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傷工友復能復職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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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rs: Co-organizer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rk Injur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2016

For more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please visit 8 www.wiparis.com

 REGISTER NOW !
Registration Fee: HKD 1,600

8-9 April 201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ckey Club School of Public Heath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 Tin, Hong Kong

Keynote Sessions:
I. Early Care of Occupational Spine Pain – 
 Collaboration between Workplace and Caregivers
 Speaker: Prof. Margareta Nordin

II.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for Problematic Recovery: 
 Assessment and International
 Speaker: Prof. Michael Sullivan

III. Transform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overy and Return To Work of 
People with a Work Injury in Australia

 Speaker: Ms. Marcia Vernon

IV. Preven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Exposure-response Analysis of 
Silica Dust Exposure and Related Adverse Health Effects

 Speaker: Prof. Wei-hong Chen

V. Estimation of Health Benefits from Prevention: Savings of 
Loss-of-life Expectancy, Quality of Life, Functional Disability, 

 and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Speaker: Prof. Jung-der Wang

VI. The Overview of Korea 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 Medical 
 Management and RTW system for Injured Workers
 Speaker: Prof. Jong-uk Won

VII. The Overview of Rehabilit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in 
 Comparing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Speaker: Prof. Jian-an Li

Conference Secretariat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Tel: (852) 2725 3996

Fax: (852) 2728 6968

E-mail: info@wiparis.com

General Inquiry: Ms. Cherlotte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