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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已於 10 月 11 日發表。在多項的施政理念和措施

中，僅有數項涉及勞工議題，包括職業健康安全。中心作為關注職業健康的團

體，難免會對施政報告感到失望。特首在這份施政報告里特別關注建造業的職

業傷亡率，並提出檢討現行法例，加重違法的刑罰以加強阻嚇性。本中心當然

樂見政府主動提倡檢討法例，尤其與建造業有關的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

法例第 59 章）自 1955 年沿用至今，當中的安全標準及罰則已不合時宜，理

當作出檢討。但除了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政府亦應同步檢視職業安全及健康

條例（香港法例第 509 章）。在關心高危行業之餘，希望政府亦不會忽略其

他行業的職安健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落實執行報告內所提出的措施，

而非單單紙上談兵。

	 	 本中心在 10 月份亦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職業生涯導航基礎證書課程的畢業

典禮。看到數十位在中心完成課程並順利重返工作的畢業學員再次聚首一堂，

穿上畢業袍精神奕奕的與同學一起拍照和說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學員之間

的友誼，而學員也真實地透過行動表達出“同儕給力再起飛”的訊息。本期雙

月刊會分享更多有關當日畢業典禮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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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評論

	 	 今年九月廿二日晚上在深水埗長沙灣道發生的一宗嚴重交通意外，由於車輛失控剷上行人路，結果釀成

3 人死亡、近 30 人無辜受傷的慘劇，令拖延兩屆特區政府也未有定案的超時工作問題再度引起社會的關注。

據事後的報導指出，該名司機為賺取加班津貼來增加收入，事發前已連續多天工作超過 13 小時，不排除是

由於精神不足而導致悲劇的發生。巴士工會事後亦補充指，由於近年新入職車長的薪酬普遍偏低，導致不少

車長都會主動向公司要求加班以賺取足夠收入 [1]。事實上，有關超時工作而引致的交通意外可謂屢見不鮮，

就在一個月前，新田公路亦有駕駛通宵線十多年、每晚工作達 12 小時的直通車司機，懷疑因收掣不及而被

拋出車外喪生及導致 15 名乘客受傷 [2]	[3]。可見有關情況引起的公眾健康安全問題實在令人擔憂。

	 	 本中心一直關注前線僱員因長時間工作所引起的職業健康問題，多年來與不同持份者包括立法會議員、

專業團體、行業工會、甚至政府部門等，交流及分享有關此議題的最新資訊和提出對現行政策和措施的改善

建議，更於本年 6 月以「平衡工時與健康」為題舉辦了職業健康研討會，邀請了不同界別的講者及代表就制

定工時政策進行深入探討。

	 	 其實，於早前發生的兩宗意外中，再次突顯出本港在工時政策方面的漏洞，包括：「每天工作時數過長」、

「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不足」、以及「勞資雙方沒有最高工作時數限制」這三方面。因此，以下我們將會

針對這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國際勞工組織 (ILO) 早在 1919 年公佈的《工時公約》中已將僱員的每天工作時數定於 8 小時，並

表示每日最高工時也不應超過 9 小時 [4]，以保障他們的健康和安全。以九月發生的那宗巴士事故為例，據巴

士公司管理層事後回應透露，現時車長的每天平均工時已達 10 小時，而每天工作 12 小時甚至 13 小時以上

的更分別佔總數的 18% 和 5%	 [5]。近年多份科研報告俱指出工作時間過長對於員工的身心健康都有明顯的

負面影響，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的長工時工作者患上代謝綜合症、冠狀動脈心臟病及心肌梗塞等疾病的風

險較一般人顯著增加 [6]	[7]。然而，本港多年來都未有就單日的工作時數定下上限標準，甚至連《僱傭條例》

和標準工時委員會 (「委員會」) 的報告中也從來沒有對單日工時有任何描述 [8]，明顯漠視 ILO 定下接近一

世紀的「每天工作 8 小時」的國際標準 [9]。

	 	 另外，兩個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亦對保障工人健康十分重

要。ILO 於 1924 年已發表《利用業餘時間建議書》(Utilisation	

of	 Spare	 Time	 Recommendation,	 1924	 (R21))	建議僱主為僱員所

安排的每天休息時間	 (Daily	 Rest)	應該要足夠讓員工睡眠作息及

進行閒餘活動 [10]。現時，大部分國家法律訂明每天或兩個更期

之間的休息時間標準大約為 10 至 12 小時；歐盟更制訂，每天的

休息不可以少於 11 小時	 [9]。而根據今年四月的最新醫學研究更

發現，如果工人每天有 14 小時或以上的休息時間不單有足夠時間

休息，更能進一步改善心血管健康 [11]，直接減少繼發性的個人

及社會影響。可是，在兩宗慘劇中可見，該兩名司機在一天 24 小

時中已分別工作 12 和 13 小時，在扣減回家休息和下一節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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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梳洗及用膳的時間後只有更少，根本就不足以讓其身體作出恢復，長此下去自然會令健康蒙受傷害。

惟有關情況現時無奈亦未有任何規範和保障。

	 	 最後，上述兩宗意外事故亦引伸出「最高工時」的問題，正如九月份的巴士事故在發生前，司機「主動地」

要求公司加班並且獲得安排；而八月份事故的司機更連續十年每天工作 12 小時，若以服務業一般採用一週

上班 6 天來計算，該名司機一星期已工作 72 小時，較 ILO 提出的 40 小時多出近一倍。其實，除了前述的兩

項工時和休息標準，國際上亦早已對每週的「最高工時」設限，甚至更以「立法規管」方式來避免勞方或資

方 ( 甚至雙方 ) 出現過度要求或慘被剝削的可能。在 ILO 的《2010 年工作條件法例報告：全球總覽》中顯示，

世界各地共 107 個受訪國家當中有 101 個國家已設有各式各樣的法定工時限制，例如：現時歐盟的工時制度

以每週最多工作 48 小時為上限，而鄰近香港的中國大陸、日本和台灣則規定每月最多超時工作的時數上限

分別為 36 小時、45 小時和 46 小時 [4]。

	 	 透過立法規管，僱傭雙方便需要一同遵守這「遊戲規則」，杜絕任何一方單方面地向另一方作出過度要

求而超逾該最高工時，實為有效之行政控制 (Administrative	 Control) 方法去保障大家的職業健康安全 (「職

安健」)。但是，若留意此前本港多個政黨及組織促請政府制定標準工時立法的內容也好，委員會的報告中也

好，大體都沒有提出規管「最高工時」的要求。單是兩宗接連發生的事故已突顯出本港因未有訂定「最高工

時」而直接導致不可挽回的苦果，現在我們又是否更應該放下昨日錯誤的我，嚴肅地正視有關過去一直迴避

的「最高工時」問題，重新檢視現時的工時政策和倡議方向，以「維護僱員的職業健康」與及「保障僱員工

作及生活平衡」為重，為各行各業的前線僱員提供真正的保障？

	 	 就上述三項不足，本中心再次促請政府當局應當參考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標準，為「每天工作時數」和

「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設下明確的最低法定要求 ( 如「10+10」)，確保辛勞了一整天的前線僱員有足夠

時間恢復體力及精神，與及有個人生活時間來平衡工作及家庭責任。此外，在制定標準工時政策同時亦需引

入「每週 / 每月最高工時」，以規管勞資雙方的共同責任。

	 	 長工時對於員工健康、公司效益，以及整體社會均有負面影響，帶來長遠龐大的間接經濟損失。這兩宗

交通意外只屬冰山一角，要更有效地解決有關問題，需要更多的決心、配合和支持。為此，本中心再次寄語

政府當局的標準工時政策制定能夠盡快得到落實，在容許前線員工超時工作以賺取額外回報的同時，透過超

時工作時間上限，避免僱主要求僱

員或僱員自願地承擔過多超時工

作，以保障身體健康，避免「得不

償失」，再次出現個人以致整個社

會都無法承擔的沉重代價。

[ 資料整理：王俊鈞、唐愫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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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前三期的專題中，邀請了黃任賢博士、

黃偉賢先生及何森宏先生表達了他們對地盤意外

的看法，並分析了不同地盤意外的成因，以及各

持份者在預防地盤意外的可行措施。然而，在云

云眾多的成因和多變的環境當中，密閉空間正是

比較難以掌控的一個，稍一不慎便會導致嚴重的後

果。正如今年七月初，紅磡便發生了一宗在進行地

底密閉空間工作期間令三名工人喪生的事故。而根

據勞工處的數字顯示，在過去 3 年，勞工處共進行

了 636 次與密閉空間工作有關的巡查，當中共發出

138 份書面警告及 9 張暫時停工通知書 [1]，即平均

每 4 次巡查就有一次存在問題；相比 2016 年上半年

該部門的恆常地盤巡查，平均每 28 次才出現一次問

題高出近 7 倍 [2]，足見密閉空間內工作的風險實在

不容忽視。

	 	 為此，今次我們有幸邀請到本中心的名譽專業顧問─錢棣華先生分享對這主題的見解。在訪談中，錢先

生雖然認為現時的法例較以往已更著重監督工作，對密閉空間的工作環境也有改善，但由於仍有不少漏洞，

以致在密閉空間中發生的意外仍不時重演。他認為對於「合資格人士」的責任及要求，以及工人本身安全意

識都需要提高，各持份者亦應加強互動合作，以更有效地共同改善職安健水平。

通風散熱受限制 修例意外仍重演
	 	 根據密閉空間規例第 2 條，密閉空間包括「任何

被圍封的地方，而基於其被圍封的性質，會產生合理

預見的指明危險」，例如貯槽、沉箱、污水渠、隧道、

鍋爐、艙口等 [3]。有別於一般的工業及製造業情況，

密閉空間的特殊環境往往局限了通風和散熱效果，因

此一旦發生事故，通常會有更高的危險。錢先生指出，

一般行內工人都不是專門負責進行密閉空間工作的，所

以絕大部份人士都是有需要才進去工作；就是因為非經

常出現在該空間內，因此只要稍有疏忽，便很容易發生

意外。他以污水渠為例，數十年前的污水渠及今天的污

水渠的設計差別很大，可見在城市發展的同時，密閉空

間的環境亦在不斷轉變，這些改變也包括了工作模式、

其他工作環境因素、甚至工人本身等，所以若果工人或

承辦商的認識和關注不足，便有可能出現問題。

香港職業健康大事回顧—

密閉空間意外

預防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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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先生憶述在 60、70 年代，不難發現污水處理工作出現硫化氫 (H2S) 中毒事件，以及船艙工作缺氧的

問題。這些致命意外的原因，由於當時法例並未有要求「合資格人士」在場，加上業界缺乏安全意識，所以

受害者通常都是在事發時沒有被人即時發現而拖延了救援的時間，結果造成不少人命傷亡。這令大眾意識到

密閉空間工作的高危性，促使當局進一步檢討和完善相關規例。由 1973 年首次制訂，到 1981 及 1989 年的

兩度修訂，港府最終在 1999 年廢除舊有規例，重新制訂《工廠及工業經營 ( 密閉空間 ) 規例》，規定工人在

進入密閉空間工作前，承建商必須安排「合資格人士」為該空間進行風險評估，並採取該評估中所提出的改

善建議規例；同時亦規定只有已完成相關密閉空間課程的「合資格工人」才可以進入密閉空間內工作，務求

從多方面減少因疏忽而引致意外的發生。

	 	 然而，在新規例生效後，於密閉空間發生的意外和悲劇仍然不時重演，根據資料顯示，過去 13 年內便

曾經發生至少 5 宗牽涉沙井的奪命意外 [4]。可見單單修改法例仍未能完全根除問題原因，當中仍存在著不

足和需要改進的地方。

「合資格人士」課程欠深入 應加強對
其責任和要求
	 	 就有關情況，錢先生認為現時的法例及政策與以

往比較，已經提高了對工人的保障，早年就是因為新

入職工人對工序及環境不熟悉，而且對於危機的敏感

度較經驗豐富的工人低，因此法例才要求他們在進入

工作環境前要先接受培訓，對工作細節和潛在危害有

較全面的認知；再加上引入「合資格人士」，並要求

進入密閉空間工作前必須先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

風險評估，並作出相應保障健康及安全措施建議，原

則上發生意外的機會便可以大幅降低。

	 	 但是，錢先生亦進一步解釋當中的決定性因素，就是那位被委以重任的「合資格人士」又是否有足夠的

經驗，與及又是否有為工人做足全面的安全檢測呢？他重申「合資格人士」和其他角色一樣，必須要累積了

一定的經驗後，才能真正發揮他們的作用，否則只是紙上談兵。而根據本港有舉辦相關培訓課程的職業安全

健康局及建造業議會的課程內容，它們的「合資格人士」課程只歷時 16 小時，而且課程的內容只講授一般

性的知識，欠缺實際儀器操作訓練；而常見的密閉空間工作環境	 ( 例如隧道、污水渠、貯槽等 )	亦未有在課

程中提及和探討 [5]	[6]，不禁令人懷疑這些「畢業生」對於減少密閉空間意外可以發揮出多少貢獻。

	 	 除此之外，雖然錢先生認同「合資格人士」的角色有一定重要性，但他卻表示目前他們在定位上仍然比

較模糊，因為行內工人幾乎都是按照僱主或管理層的指示去工作的，如後者對工作的進度和要求與「合資格

人士」的有所不同，而工人的健康安全預防意識又不足，往往便捨棄安全保障來回應上司的要求，令工人的

安全受到重大的威脅。與此同時，他認為「合資格人士」在現階段的法例要求上未有負上與其角色重要性相

符的法律責任，在翻查近年數宗密閉空間意外的判罰中可見，都是承建商或僱主被控告及罰款五萬至十萬，

而從未見有「合資格人士」被取消資格或檢控 [7]	 [8]	 [9]。以上兩項情況如果碰巧同時發生在一名得過且過

的「合資格人士」身上時，或會令前線工人的寶貴性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實在不能姑息。

	 	 當被問到過往的事故有沒有令行業的工作文化有轉變，錢先生就認為密閉空間只是一個作業環境，不同

行業和背景的公司機構都有機會進行有關工序，因此很難一概而論。但就過去數十年的觀察和比較來說，他

認同公營機構或政府部門的工程的轉變較大，預防措施會相對比較足夠；不過一些私人或商業機構的處理手

法上則比較參差，仍需繼續努力改進。他表示當中的主要差異，除了在法例依從性方面的改變外，現時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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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辦商和大型公司通常在「合資格人士」之上委派安全主任來對「合資格人士」及「合資格工人」進行

多一重的監督，藉此令整個架構更妥善和更系統化。就此，他認為政府部門可更深層次地探討將有關安排普

及至所有密閉空間工作當中。

工人安全意識需提高 配戴個人防護裝備
	 	 另一方面，工人的健康安全預防意識亦備受關注。例如，於

2010 年 5 月 7 日發生在昂船洲污泥脫水廠的三名工人吸入硫化氫

當場昏倒的意外調查報告中顯示，事故現場早已指定為有潛在硫化

氫氣體的危險區域亦已在工地入口處貼出安全告示指引，提醒進入

該區域前必須先配戴合適的呼吸面罩；但是肇事工人在工作時卻未

有遵從安全告示，結果導致事故的發生 [10]。若果工人有按照程

序在工作時使用合適的個人呼吸防護裝備，可能已經受到保護而

免受傷害。

錢先生感嘆地表示：「當有大型事件發生，工人們在該段時間內

都會特別留意工作時的安全措施；但當過了一段日子後，工人的

注意力下降時，又會變回日常的錯誤做法。因此，為了更有效達致預防，我們需要先改進工作的模式，做

好危機管理，從培訓和監督來提高工人的個人意識，以避免密閉空間的意外發生。」要提高工人對密閉空間

的職安健意識，錢先生認為定期的培訓及恆常的教育推廣尤其重要，而相關的教育推廣也要符合工人的實際

需要，並提供適當例子供他們參考。他建議本港的密閉空間訓練課程應與時並進，針對個別工作環境進行探

討，並加入現場實習培訓。他更以澳洲或歐洲某些國家為例，當地在完成為期五日的課程後，「準畢業生」

需要到現場實習並達到一定時數後才獲發牌，絕非如本港的 16 小時課堂般草草了事。

加強各持份者互動合作 可參考外國政策
	 	 最後，錢先生指出要預防密閉空間意外，各持份者都有相關的責任和工作，每一個部分都是環環相扣的，

每一分的努力都不容忽視。「僱主和管理層要提供足夠的資源和培訓來做好工人保護，也要全面支持『合資

格人士』在風險評估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措施；『合資格人士』則要持續進修豐富自身對密閉空間危害的認識，

同時在進行評估時提高警覺，確保評估結果鉅細無遺；而工人則要嚴格遵守風險評估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措施，

並在時刻保持安全意識和關注。」錢先生說：「只要所有持份者都做好自身的角色責任，透過良好的合作溝

通和互動，藉此建立出內部的職安健預防和重視文化，便能達致共同的目標，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

	 	 在職安健政策的層面上，錢先生亦寄語社會上的不同專業人士可以更多地進行交流，參考外國對於職

安健的政策、法例及態度的做法，一同協助政府去改善現時的情況。他以美國為例，該國不但有隸屬於美

國勞工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亦有隸屬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中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前者主要負責制定和推行行業安全標準，而後者則專門負責對與工作相關的傷害和疾病進

行研究以及提出預防建議，並會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提供教育及培訓，以確保國民擁有衛生、安全的工作條

件 [11]	 [12]；亦因著透過兩者在不同層面上的互相配合和指正，從而讓美國的職業衛生和安全水平一直處於

世界頂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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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錢先生最後寄語我們：「預防事故和職業病首要是須認識和發現危害的存在。」要確保工作的健康和安

全，我們需要先辨認及瞭解工作環境中有否存在著危害因素，才可針對地加以控制，以減少這些危害的出現

及其風險程度對我們的影響。

( 資料整理：王俊鈞、唐愫憶 )

參考資料：

1.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與健康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170718cb2-1891-1-c.pdf

2.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6	年上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狀況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161115cb2-142-3-c.pdf

3.	 工廠及工業經營 ( 密閉空間 ) 規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AE?_lang=zh-Hant-HK

4.	 【奪命工傷】沙井奪命意外	過去 13 年有 5 宗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breaking/20170710/56939425

5.	 職業安全健康局	密閉空間作業合資格人士安全訓練課程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TopicID=3&CouID=69

6.	 建造業議會	安全訓練課程

	 https://www.cic.hk/common/tcis/safe.aspx?lang=zh-HK

7.	 承建商因違反安全法例被判罰款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1/04/P2017010400713.htm

8.	 承建商因違反安全法例被判罰款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08/P201507080700.htm

9.	 東主因違反安全法例被判罰五萬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12/28/P200712280228.htm

10.	工業意外報告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污泥脫水廠地下

	 http://www.dsd.gov.hk/TC/Files/DOC/159.pdf

11.	OSHA 主頁 https://www.osha.gov/

12.	NIOSH 主頁	https://www.cdc.gov/ni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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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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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業醫療諮詢服務—
如何協助工傷康復者

	 	 在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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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意外發生後，工友最直接的就是到公立醫

院急症部門、普通科門診接受治療，有需要的便會轉介至專

科部門跟進，但專科輪候的時間動輒都需要數月甚至十多個

月的時間。在整個康復過程中，普通科或專科醫生注重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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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能力評估等。

	 	 然而，部份工友在治療完結後，痛楚和其他工傷遺留的

身體與心理上的問題依然存在。最令工友感到困擾的有：已

經一段長時間了，我為甚麼仍然是痛？還會面對其他的問題，

如：我可以返工嗎？不能重返原有的工作，我將來可以怎樣？	

每日面對沉重工作壓力的專業醫護人員，對工友所面對的困

擾，亦沒有充裕時間作逐一解答。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提供的「專業醫療諮詢服務」，目的為 1)	在職人士提供一次性的醫療諮詢服務 ,	給予

專業的職業健康安全訊息，以避免其徵狀轉趨嚴重；2)	讓工傷 / 職業病人士了解其傷患的情況，若有需要的

話被轉介至接受其他康復治療；3)	讓正輪候專科門診，但排期久遠的工友能夠獲得專業的一次性醫療諮詢服

務；4)	在專業醫療諮詢服務下，對工友提供重返工作的建議。

重返工作的建議
	 	 寶女士是一名保安員，在一次巡樓失去平衡而跌倒，引致左腳踝扭傷。受傷後，寶女士跟其他工友一樣

於普通科門診接受治療。於接受職業治療一段時間後，醫生認為她的情況已穩定並決定停止發放病假。然而，

寶女士腳踝疼痛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令她對自己復工的能力有所懷疑。經過中心個案經理的安排，工友接受

中心的專業醫療諮詢服務。在整個醫療諮詢的服務中，專業醫生主要了解工友的工作性質，並跟工友分析其

傷患現時狀況，於重返工作時需要注意的地方。經過醫生的分析後，工友亦重拾信心工作。

醫療康復的建議
	 	 阿祖是一名地盤燒焊工人，工作期間意外從兩米高的地方墜下

而傷及腰部，及後送到急症室診治，醫生表示從 X 光片顯示其腰部

並沒有骨折的情況。但由於腰痛的情況持續，阿祖便開始前往普通

科門診求診，及後醫生亦轉介他接受物理治療。經過兩個月的治療，

阿祖認為腰部的情況改善很慢，他十分擔心他的康復及工作能力。

阿祖於受傷後曾打算自費接受磁力共振的檢查，以了解腰部傷患情

況，但由於他小時候曾接受耳部手術，擔心耳內有金屬物而不適合

接受磁力共振的檢查。經過中心個案經理的安排下，他接受中心的

專業醫療諮詢服務。經中心義務醫生的檢查，醫生除了向阿祖解釋

腰部的情況外，亦建議他要加強做適當的康復運動以鍛鍊身體。同

時，醫生亦向阿祖解釋了接受磁力共震的檢查，並提供一些可行的

建議給他。

康復專題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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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的疑慮
	 	 陳小姐是一名文職的同事，每天的工作主要是電腦打字及按照

上級的指示整理文件，每天工作長達九小時。經過三年多的工作，

陳小姐在一天上班期間，突然感到右手手腕既麻痺又疼痛，還覺得

無力。陳小姐初時以為自己是因工作忙碌，缺乏休息所致。然而，

右手手腕的情況未有任何改善。陳小姐十分擔心自己的痛症會對影

響日後的生活，亦十分擔心傷患會影響工作。在一次瀏覽中心的網

頁中，陳小姐主動聯絡中心並接受中心的醫療諮詢服務。經醫生診

斷後，醫生認為陳小姐的手腕在屈曲的不良姿勢下長時間使用鍵盤，

令她患上手部腱鞘炎。在醫生的建議下，陳小姐遂主動致職業健康

診所，就自己的情況作診斷及跟進。

結語：
	 	 對於工傷工友來說，適時適切的醫療診斷、康復轉介是非常重

要的。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社區設立的專業醫療諮詢服務	 -	我們提供的並不是臨床的康復鍛鍊，而是配合現

時醫療體系的限制，為工傷工友提供重返工作的專業醫療意見。

( 資料提供 :	何曼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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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 ( 二 )

	 	 能夠成功重投工作是每位工傷康復者的願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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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給力	再起飛」是今年畢業禮的主題。意味着

畢業同學齊心給力，一同震翅高飛。工傷康復者承受着工

傷所帶來的困擾，欠缺的就是一個重返工作的機會、一條

通往羅馬的道路、一顆堅定不移的決心。各位嘉賓朋友給

予的力量下，讓畢業學員們能在得到支持及鼓勵，帶著信

心及希望再次高飛，向著目標及未來繼續努力。

	 	 「同儕給力	再起飛」畢業典禮十分榮幸獲得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吳國強先生	BBS，立法會議議員何啟

明先生，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林振昇先生，香港工健康中心主席周永信醫生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職業康復

指導委員會主席盧俊恩醫生擔任主禮嘉賓。與此同時，一直支持中心推動就業服務和願意聘用學員的僱主更

特別抽空出席及分享。

	 	 畢業禮當日內容非常豐富，每位學員均穿上畢業袍，顯得特

別醒神。每位嘉賓除外向學員致勉勵詞外，更參與主題活動，把

象徵能量的絲帶掛在飛機上，象徵着外界人士把關心、支持及正

面的能量注入飛機，讓學員可以振翅高飛。而每位學員都寫下成

功重返工作的心聲並貼在留言板上，以鼓勵未來入讀課程的工傷

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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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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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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本港現時青少年的職業健康情況及對預防概念的認

知，工健現正進行一項問卷調查，評估受訪青少年對預防職安

健問題的態度及公司提供職安健支援的情況，藉此探討現時政

策和制度方面的不足，從而提出針對性的改善建議予政府部

門、僱主、行業工會和相關團隊參考，以減低青少年因不良的

職業健康情況而蒙受損傷的機會。

歡迎 15-24 歲，有全職或兼職經驗的青少年，
登入以下連結
(https://goo.gl/forms/ZIev9pwvBTpy7aMm1) 或掃描二維條碼，

簡單填寫網上問卷，為是次問卷調查提供寶貴資料。

　　工傷發生後，工傷工友遇到不少困難。當中包括：他們對

重返工作欠缺信心、選擇工作的疑惑、長期痛症的困擾、重新

面對新工作及新行業的適應、工作中人際關係的問題等等。而

種種困境不單讓工友缺乏信心重投工作，在作出任何決定時也

會舉棋不定。因此，如何令工友認清自己的需要而作出改變是

非常重要的環節。

承蒙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本中心自 2015 年

起推行的『工傷工友復能復職就業支援計劃』每年都會舉行一

次工作坊，邀請工傷康復界中資深的專家擔任講者，讓一眾前線的工傷康復服務提供者掌握知識和技巧。今

年工作坊已在 2017 年 9 月 29 日下午舉行完畢，主題為「INTRODUCTION	 SEMINAR	ON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Work	Injury	Clients」，講者為中心董事盧許如玲女士。

當日，共有 20 位來自社會服務機構、保險公司、學院以及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參與。

工健動態 ( 一 )

工健動態 ( 二 )

「本港青少年的職業健康安全情況和預防意識」

問卷調查

「本港青少年的職業健康安全情況和預防意識」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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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動態 ( 三 )

　　「為提高大家對職業危害控制及管理的認識

和重視 , 本中心近日特意推出全新的職業健康安

全宣傳海報 , 透過重點列出控制及管理職業危害

時的正確先後次序 , 從而提醒管理人員、前線僱

員及市民大眾多加注意自身的職業危害。危害控

制海報現已出版並免費派發，如欲索取或查詢，

歡迎致電 2725	3996 予本中心職業健康教育推廣

及培訓組。」

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
宗旨： 預防、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促進

在職人士的健康

服務對象： 任何懷疑患上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在職人士

預約就診： 請致電或親臨職業健康診所，無需醫生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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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覆診收費 $80 ( 每一種藥物收費 $15 )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新界粉嶺璧峰路 2 號

粉嶺健康中心 7 樓

( 港鐵粉嶺站 A1 或 C 出口 )

電話 ( 預約 )：3543 5701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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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話 ( 預約 )：2343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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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1/7 地底爆渠湧污水　殺 3 工人　救出時未戴安全帶　現場驗出沼氣成分 明報

12/7 「密閉空間搜查隊」下井搜證　淹管道奪三命　重案徹查 東方

13/7 茶餐廳氣體爆炸 4 傷　兩人危殆　水吧師傅逾九成燒傷　疑爐具漏石油氣 明報

14/7 勞工處研加強地盤規管罰則 東方

16/7 地盤奪三命	工會促禁止「手挖龍」	管道窄恐塌	工序不人道	籲改用機械 東方

16/7 地道意外死者　與女團聚數天隔陰陽 明報

17/7 藥廠修冷氣　黑工觸電亡　同持雙程證　判頭與工友被捕 東方

23/7 羅致光：重新檢視合約工時 明報

25/7 THEi 新校舍工人無戴安全帶開工　勞工處勒令地盤停工 東方

1/8 包裝機軋中　女工險斷三指 東方

9/8 直踩六晚疑過勞　收掣不及撞兩車　中港巴司機　穿窗墮地亡 東方

13/8 怕惹投訴　掃街工累極不敢坐　裝備不足　八成外判清潔工自購手套 明報

15/8 有否動吊臂？誰指示解喉管索帶？水喉擊斃工人案　4 證人口供不一 明報

16/8 喉工壓死案　吊臂車司機被揭無受訓 明報

21/8 300 職業司機優惠價檢測中風　社福機構資助　冀減意外 東方

23/8 地盤工女護易患類風濕關節炎 東方

25/8 挖泥機翻側壓死工人 明報

25/8 倒車碰撞　情急落車了解　疑無拉好手掣　貨車溜前夾死司機 明報

30/8 麗新商廈墜磚殺六旬工人　3 呎乘 4 呎瓷磚跌下　大廈負責人被捕 明報

1/9 吊臂車斷腳　操作員壓斃　斜路吊運挖泥車　斷支撐架致傾側 明報

4/9 塌落地玻璃　壓中三工人 東方

6/9 工人豪宅失足　墮 15 呎天井 明報

7/9 位處斜路　「死火」車疑未拉好手掣　駁過江龍　貨車溜後夾死司機 明報

9/9 工人豎井觸電裁死於意外 明報

9/9 工人「中頭獎」　安全帽保命 東方

10/9 洗冷氣吸煙釀爆炸　18 歲技工一危一傷　煙灰辣着清潔劑　「火球衝埋去」 東方

11/9 600 度高溫　失眠女跳化寶爐命危　圓玄學院救人　三消防燒傷腳 東方

12/9 纜索損毀　兩工人困傾側吊船句鐘 東方

13/9 平台工作失平衡　工人 10 米高墮斃 明報

16/9 高鐵地盤墮喉管　工人斷兩指 東方

21/9 混凝土車上失足　地盤工墮三米傷 東方

22/9 工人天台滅蟲跣腳墮斃　圍牆高 1 呎　疑安全帶未穩繫固定物 明報

24/9 深水埗城巴奪命	司機日踩 14 小時達運署上限	兩巴工會促減車長最高工時 明報

24/9 建築署地盤　工人猝死 東方

30/9 做冷氣工程　工作台沒護欄　高台涉違規　工人 4 米墮斃 明報

職安剪報職安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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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職業健康安全	( 下稱「職安健」)	推廣能提高員工對職業傷害的認知，減低員工出現工傷的機會，

亦能增加生產效率，對員工和僱主有莫大裨益。但是，傳統職安健推廣主要由管理層單向地制定政策及安排培

訓予前線員工，令員工多處於一個被動的角色，未能有效改善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方式。

有見及此，本中心在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的贊助下，現正推行「同心共建職業健康文化工作間」職

安健顧問及教育推廣計劃。本計劃旨在鼓勵前線員工積極參與機構內部職安健事宜的改善工作，透過管理層及

前線員工的合作，共同培養良好的職安健文化，促使機構的職安健管理制度和措施得以有效推行。現誠邀	貴

機構參加。

此計劃由四個階段的服務所組成，服務期更可長達 6 個月，而所有費用將由賽馬會基金所支付 #。

如對此計劃有任何興趣或查詢，

歡迎與本中心的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同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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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全免

後期跟進及指導
職業健康安全

委員會能力提升
工作坊

員工參與式
職業健康培訓

工作坊

前期工作
環境巡查

	全面保障員
工職業健康

	提高員工職
安健認知

	建立職安健
管理系統

	可持續職
安健發展

˙	評估工作
環境可致
損傷或職
業病危害

˙	提出改善
建議

˙	工作環境
評估練習

˙	員工小組
討論分享

˙	鼓 勵 員 工 出
任職安委員

˙	監 察 機 構 內
職安健問題

˙	評估各項
改善措施
的成效

#	 參加機構須完成整項計
劃，方可享有賽馬會基金
免費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