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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歷史簡介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由專科醫
生、康復治療師、職業健康安全專業人士及社會工作
者等組成，是一個關注職業健康的專業社會服務團體，
中心並提供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公益金
會員，一直以保障職業安全及健康為己任，對促進職
業健康不遺餘力。我們除於香港推行有關服務，近年
亦將服務拓展到中國內地。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工業與建造業持
續發展，而對工人安全健康方面的保障嚴重不足、工
作環境惡劣。於八十年代初，一班剛畢業的年青醫生
及正在就讀的醫學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了解工業
健康重要性。
此後，這批熱心醫生便成為志願義工，開始編輯
一份介紹工業健康知識的報紙，用以分發到基層的勞
工及企業去。面對當時如此不足夠的職業健康保障，
工業意外及職業病不斷發生，這些志願者立志加入推
動改善職業健康情況，促進職業健康的發展，於是一
起創立了《工人健康中心》。中心早期一方面醫治及
協助任何因工作環境而患病的工人，另一個方面亦不
斷通過教育和預防去消除職業病的根源，並將工作方
向確立為：「致力保障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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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心曾參與的工作，包括：於香港推動肺塵埃沉著病的預防、補償及復康等
工作，為馬鞍山退休礦工進行呼吸系統疾病研究；致力要求政府管制工業化學品、並提
出管制致癌化學品的建議、要求完善及通過「工廠暨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探
討清拆石棉樓宇的職業健康危害，要求作出改善；倡議政府建立職業安全健康局，以負
責制訂香港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政策，並推行教育、宣傳、諮詢及研究；中心並積極推動
前線工人積極參與職業健康，包括協助企業建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此外，中心亦一直
積極推動職業性失聰的預防等工作，並建議及參與修改「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近年，
中心更與多個復康專業團體，推動職業復康的工作，並為工傷工人提供就業再培訓服務，
以協助他們重投社會工作；中心亦與內地的機構成為合作伙伴，一起交流及協助於內地
推廣職業健康及職業復康工作。
由成立至今，中心於職業健康宣傳教育、職業復康服務及有關政策推動上，均發揮
其獨特角色，與多方面成為合作伙伴，攜手推動香港職業健康工作。而中心亦為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正式會員，及被香港公益金接納為會員，得到公益金及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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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工人健康中心致力推廣職業健康、預防工傷及職業
病，保障工人健康；我們並推動職業傷病工人重返工作及
促進社區共融。
過去二十多年，工人健康中心一直以中立的角色，提
供專業服務，與各機構及團體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一起推
動職業健康及工傷復康發展。

資料估計，每年全球因工作而受傷的人數達一億人
（當中約有十萬人因而死亡），另因工作環境影響患上職

抱負、
值觀
使命及價

業病的人數達一千一百萬人（當中估計約有七十萬人因而
死亡）。職業或工作上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因素構成了全球
死亡或病患的負擔。與工作有關的死亡及病患問題，不單
會影響這些患病的員工及其家人，令他們面對職業傷病的
折磨，亦會增加整體的社會成本，包括因職業傷病喪失的
生產能力，並加重了社會在醫療復康及社會福利照顧上的
負擔。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只有 10-15% 的員
工得到基本的職業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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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
● 生命及健康是無價的：工作應該以人為本，任何經濟及生產活動均須以保障及照顧從事者的生命

及健康為優先考慮；
●  政 府、僱主、僱員、專業人士及其他社會人士，可攜手合作，並彼此監察，促進職業健康發展，

維持社會公義；
●  任 何人士，不分種族、性別、宗教、國家、政見、社會角色或教育水平，都有責任、有能力參與

促進職業健康改善及發展，在經濟發展同時能照顧工人的健康狀況；
●  社 會需建立完善及良好的制度，以持續改善職業健康的保障；
●  明 白工作及社區參與對人的重要性，特別是讓工人獲得尊嚴及滿足感，任何因工殘疾或受傷患病

的工人都有權在復康後繼續參與投入社會活動及工作，重拾自信。

我們承諾
●  學 習、關心並參與改善香港及內地的職業健康問題，並將有關訊息向不同人士及機構作出推廣，

促使他們參與，並成為推動改善職業健康的一份子；
●  推 動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商界企業、管理人員、工會、專業人士、前線員工、因工受傷

或患病的工人及社會市民大眾關注職業健康問題，協助、促進並推動他們擔當應有責任，積極參
與持續改善整體職業健康的指標；
●  提 供專業及具質素的職業健康顧問服務及復康支援服務，推動職業健康發展，協助受傷工人重返

工作及重投社區。

我們推動
●  發 展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工作，防止任何職業傷病事故發生；
●  鼓 勵及培訓前線員工參與職業健康，與管理層合作改善工作環境；
●  成 立良好的職業健康監察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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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 業傷病工人獲得適時及良好的職業康復服務，並創造更好的支援，讓職業傷病康復者能重新融

入社區、重新就業或尋找其他可持續生活方式；
●  就 工傷補償訴訟探討並尋找有利工傷工人康復的方案及途徑。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 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及培訓服務；

● 專業及政策研究、出版及培訓交流計劃；

● 職業傷病社區康復共融服務；

● 職業健康及康復倡議計劃。

● 職業傷病康復照顧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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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獻詞
致力保障職業健康
周永信醫生
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積極在香港及內地實踐普思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
持續改善，於香港開展早期工傷康復，努力推動檢討及改善職業傷病補償制度，從而希望達到
全面保障僱員職業健康。
於 2009 年，香港的工傷個案共有 39579 宗，死亡人數為 165 人。建築行業呈報數字減少，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建築行業自僱人士增加。數字統計亦反映中小企的工傷及職業病數字仍然
是一個十分嚴重問題。香港去年由於大量資金流入，將房產價格推高，地產商由於房地產利潤
攀升，將會陸續加建住宅，再加上各項大型基建陸續上馬，我們預測未來建築業意外及傷亡數
字將會大量增加。
中心在 2010-2011 年度，與一些跨國品牌公司合作，於其內地的供應工廠推行普思員工參
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亦一直同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合作，於廣東省推動工傷預防培訓等
計劃，再加上國際職業健康專家 小木和孝博士（Dr. Kazutaka Kogi ﹚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多年來推
動參與式培訓的成效，從而總結出：普思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改善計劃，特別對於中小企業，能
有效持續改善工作環境，預防工傷及職業病，達到經濟效益。來年我們將會継續在香港和內地，尤
其是中小企等，推廣普思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實踐員工參與預防工傷和職業病。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心一直為工傷員工提供職業康復再培訓服務。在推動工傷職業康復的
工作上，困難在於現時香港的僱員補償條例完全忽視工傷後職業康復的重要性及重返工作的保
障，令到勞資雙方往往只重視工傷補償及相關的爭議，有違社會對於保留人力資源的願望，反
而因著工傷後未有適當的康復協調，加重受傷員工的心理壓力並引發更多情緒，以致產生更多
抑鬱及其他精神健康問題。
中心在再培訓局資助下，去年開始開展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重返工作訓練計劃，並分別與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創傷及矯型外科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創傷及矯型外科開展合作，盡早接
觸工傷康復人士，提供有效康復諮詢及職業康復計劃及跟進，從而協助他們早日重返工作及重
投新生活，明年是項計劃的合作開展將會加入明愛醫院創傷及矯型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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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地的工傷保險發展經驗，由中央管理的工傷補償制
度，不單可以有效照顧受傷患者，提供全面的醫療及職業康
復，使受傷員工能夠儘早回復工作能力，重返工作崗位，亦
可以於工傷保險制度實踐兼顧預防工傷和職業病的責任。而
香港現存兩個中央統籌式的職業病補償基金，即香港肺塵埃
沉着病補償基金，及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均分別為肺塵埃
沉着病、間皮瘤和職業失聰僱員提供一個中央補償基金功能，
當中亦能有效運用基金開展相關的預防及康復工作。
有見去年立法會以少數票之差不能通過議員動議，檢討
於 1953 年設立的僱員補償條例，錯失了重大的良機去改善勞
資關係。來年中心將必定會継 續 游說立法會議員，希望再辯論
通過檢討這條頗為過時的法例。
最後中心很榮幸得到國際職業健康專家 小木和孝博士
（Dr. Kazutaka Kogi ﹚，成為中心首名國際顧問，以及邀請到
更多專業人士加入中心的董事會和不同的指導委員會。最後
亦在此多謝香港公益金，賽馬會慈善基金，僱員再培訓局以
及其他贊助機構多年來的支持；並在此多謝中心顧問、義工、
各董事及員工一直多年來的努力，讓我們能 継 續 推動保障職業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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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盧許如玲女士
踏入 2010-2011 年度，為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第二十六週年，建基於過去二十五年的工
作基礎下，中心同仁懷著認真、樂觀及感恩的心情，在香港及內地多項工作上繼續邁進。
在預防工作上，我們仍然緊密關注著舊樓維修或清拆的石棉問題，特別是在高鐵的工程上涉
及多個新界房屋的清拆，中心派同事多次到相關的地盤檢視有關工程，並在地上隨意拾獲不少的
瓦片，經化驗室檢驗後，發現相關瓦片含有石棉，並從中突顯出政府在監督舊樓維修或清拆的石
棉問題上，仍存有多項漏洞。故此中心多次公開呼籲政府要加強執法，並向香港社會大眾發放了
有關石棉問題的訊息，從而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關注。
中心於是年度完成一項為期三年的體力處理操作和相關工作環境風險評估方法及普思參與式
職業健康顧問服務，協助多間的機構特別是非牟利機構及社會企業，減少其僱員在體力處理操作
時面對的職業健康風險。而為了關注保安從業員及社區安老院舍照顧員的職業健康狀況，我們與
合作伙伴進行了相關的調查研究並會將結果向傳媒及公眾發佈，從而推動政府及市民積極關注從
事不同行業工人的職業健康保障。
為了加強內地特別是廣東省農民工所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中心多年來透過聯繫香港及內地
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動改善內地的職業健康。是年，我們將重點放在廣東省不同的城市，包括廣
州市在內，與內地合作伙伴進一步探索推行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的經驗，提升內地工人對自
身職業健康保障的認識及重視，從而避免因工作而患上職業病。
此外，是年中心亦繼續與不同的機構及國際品牌公司合作，從而加強為內地的農民工推廣職
業健康教育。其中，中心和迪士尼公司合作開展了一個職安健的改善計劃，由中心協助迪士尼公
司為其十間產品生產工廠提供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改善服務以提升工廠的職業健康安全。計劃的
最終目的是為參與的十間工廠成立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鼓勵可持續的職業健康發展，及推廣員
工參與職業健康改善的概念及模式。
在工傷康復方面，是年中心除了繼續提供原有的工傷康復支援服務外，更積極探索如何於工
傷員工受傷後進行早期介入，提供全面及有效的康復支援服務。因著香港的僱員補償條例是成立
於 1953 年，故此有關條例的框架並沒有包含現代的工傷康復以致重返工作的理念，以致中心在
開拓有關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重返工作訓練計劃上存在不少挑戰，幸而得到前線同事、管理同事
及康復指導會委員一起努力討論，才能逐步克服相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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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地的工傷康復支援上，我們與內地合作伙伴獲得資助繼續於成都一起推行的四川受傷災
民職業社會康復支援計劃，是年度我們將康復團隊的核心工作成員，由廣州外派到成都工作的同
事，順利轉移到扎根於成都的同事，從而讓成都當地的同事能逐步學習如何為受傷致殘的四川地
震災民以及當地的工傷傷員提供全面的職業社會康復。而相關計劃亦順利進入第三階段，由成都
合作伙伴的同事延續是項康復服務，並由中心及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作服務顧問。
我們亦保持著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多年的緊密合作關係，為進一步探索及交流工傷預防及
職業社會康復服務手法及模式，是年我們一起於廣州市辦辦了「2010 國際工傷預防與康復研討
會」，讓接近 350 位來自海外、香港、台灣及內地從事工傷康復及預防工作的專業人士交流及
互相認識，並邀請到不同的國際專家於會議前在香港及廣州舉辦相關的培訓工作坊，從而加強鞏
固香港及內地於開展工傷預防及康復服務的基礎。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中心同仁的互勉精神，代表著我們在建基於中心過去二十五年
的工作成效上，將會繼續努力向前創新求進，並且保持著一向的樂觀積極、敢於嘗試的精神，於
香港及內地努力推動不同的工作，致力保障職業健康。
在此，我們感謝董事及指導委員會委員在過去一年的工作指導，亦感謝中心各位同事的努力
工作，香港及內地的合作伙伴及專業人士的支持參與，以及各機構及基金的資助，讓中心能夠多
年來持續地發展工傷預防及康復服務，並推動社會關注工人職業健康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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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顧問 (2010-2011 年 )
董事會

名譽法律顧問

主

陳漢標律師

席： 周永信醫生

關尚義律師

副 主 席： 梁國輝先生
秘

書：

陳漢標律師

財

政：

盧俊恩醫生

成

員：

余德新醫生
葉富強醫生
陳根錦博士
楊世模博士
杜武俊先生
蘇子樺先生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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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醫務顧問
余德新醫生

名譽醫學顧問
錢炳航醫生

熊良儉醫生

謝永廉醫生

名譽專業顧問

張建宗先生

梁智鴻醫生

林秉恩醫生

郭家麒醫生

李鳳英女士

關尚義先生

梁耀忠先生

劉千石先生

梁家騮醫生

李啟明先生

潘佩璆醫生

黃天祥先生

葉偉明先生

何世柱先生

李紹鴻教授

方敏生女士

林樹佳先生

核數師
廖榮定先生

林啟和先生

指導委員會
職業健康教育服務
指導委員會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指導委員會

中國康復服務
指導委員會

主

席：

陳根錦博士

主

席：

周永信醫生

主

席：

梁國輝先生

委

員：

余德新醫生

委

員：

余德新醫生

委

員：

余德新醫生

葉富強醫生

葉富強醫生

葉富強醫生

楊世模博士

梁國輝先生

陳根錦博士

盧俊恩醫生

李家明先生

熊良儉醫生

周永信醫生

蘇子樺先生

杜武俊先生

鄭樹基博士

錢棣華先生

霍佩珠醫生

何森宏先生
鄭任鳳琼女士

人事名錄
(2011 年 3 月 31 日 )
總幹事

行政秘書

盧許如玲

游妙嫺

項目經理
鄧敏儀

孫同祥

會計文員
胡慧詩

石惠玲

高級項目幹事

辦公室助理

尹晞雯

謝鳳蓮

項目幹事
梁芷凌

何曼婷

黃雅文

洪東鳳

王俊鈞

林彥彰

李淑雯

譚嘉儀

楊嘉琪

翁燕瑜

黃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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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工作紀要
4月

● 中心以顧問身份，開始為迪士尼公司提供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服務。
● 4 月 10 日，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在深圳舉行了工傷預防工作發展會議
● 4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合辦工傷康復研討會。
● 4 月 16 日至 19 日，中心應黑龍江省工傷保險處的邀

請，派顧問及職員代表到哈爾濱出席「粵港龍工傷康
復研討會」，從而分享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多
年來在廣東省推動工傷職業社會康復發展的經驗。
● 14 位工傷康復工友獲中心委任為「工傷康復大使」，

於是年協助中心推廣工傷康復的工作。

5月
● 由香港公益金資助為期 3 年的「活得快樂我作

主」－生活模式重整小組已經順利於 2010 年 5
月 31 日正式完結。中心於 5 月 29 日特別舉辦
了「活得快樂我作主」－生活模式重整成果分
享會。活動當天共有 37 位小組組員出席；分享
會除主題講座之外，並播放於較早前拍攝的光
碟、邀請 3 位曾參與小組的工友作分享，介紹
因應計劃而出版的經驗總結個案故事書籍。

6月
● 中心與僱員再培訓局合作開展「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重返工作訓練計劃」。

8月
● 中心與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會合作，因應兩個有機會接觸石棉的高危行業：舊樓維修及

維修船隻，分別出版兩份「預防因石棉而引致肺塵埃沉著病」職業健康預防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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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 中心代表於 9 月 16 日前往四川成都，與當地的項目組成員就有關四川受傷災民的職業社會

康復計劃舉行個案工作會議，並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及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共同於四川
省成都市舉辦「四川社區康復經驗交流會」，與 90 餘位來自四川殘疾人士聯合會、醫療機
構及協助當地地震災後重建的 NGO 代表們分享項目經驗。

10 月
● 中心於 10 月 9 日舉辦「職業傷病康復者再培訓計劃畢業典禮」。

11 月
● 中心於 11 月 6 至 7 日參與中西區健康節，推廣主題為舊樓維修之石棉職業健康問題關注。
● 中心於 11 月 28 日獲邀參加由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會舉辦的嘉年華，推廣舊樓維修之石

棉職業健康問題關注。
● 於 11 月在廣州舉行之國際研討會及在香港及

廣州分別舉辦的工作坊已經完滿結束。
● 為總結中心於內地的康復緊急援助計劃，出版

了一本書名為《邁步人生路》小冊子，分享內
地工傷人士的受助轉變及感受。

12 月
● 12 月 3 至 5 日，中心董事及職員前往成都與內地合作伙伴開展個案討論會議及因應四川受

傷災民職業社會康復計劃進行中期檢討。
● 中心出版「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導師手冊」。
● 中心代表於 12 月 8 日獲迪士尼公司邀請，出席品

牌社會責任峰會及是次合作項目的總結分享會，
與迪士尼團隊代表一同分享合作項目的內容、評
估結果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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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11

● 中心開展「香港物業保安員的職業健康現況調查」。

2月
● 2 月 24 日，中心與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合作，舉辦「工傷預防及協助工傷僱員重返工
作」的講座。
● 2 月 14 至 18 日，中心於香港為廣東省工傷康復

中心、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江門市殘聯康復醫
院及上海陽光康復中心員工安排為期一星期的工
傷康復培訓。
● 2 月 17 日及 18 日，中心於香港為廣東省工傷康

復中心工傷預防團隊員工安排為期兩天的職業衛
生培訓班培訓。

3月
● 3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心董事、指導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到訪成都，與內地合作伙伴舉行項

目總結會議，總結於四川開展第二期的受傷災民職業社會康復計劃。
● 中心於 3 月 6 日舉行董事及職員退修日，規劃出未來機構發展方向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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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服務
中心成立宗旨為保障職業健康，因此消除職業健康有害因素，加強前線員工參與
職業健康預防推廣，均為中心一直以來的主要方向。

香港服務：
本年度，中心在得到公益金、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其他贊助機構的資助下，繼續提供了多元化
的職業健康推廣服務，與僱主、員工、專業人士及地區團體等不同夥伴合作，一起推廣職業健康知訊；
此外，中心在過去的年度致力於香港及內地推廣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本年度繼續探索
員工參與模式的發展，與各企業及團體合作進行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活動及協助機構成立職業健
康安全委員會，持續推廣員工參與職業健康改善的概念。

1. 《企業社會責任好易做 - 關懷員工職安健齊推
動》計劃：此計劃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立資
助，進入第三年度，本年度主要集中邀請非
牟利社會服機構及社會企業機構合作，推廣
體力處理操作和工作環境風險評估方法及普
思參與式職業健康顧問服務，鼓勵合作機構
關注員工的職業健康，協助機構成立全新或
強化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以持續改善內部
的職業健康狀況；

2. 《香港物業保安員的職業健康現況調查》：中心以「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與合作夥伴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進行有關香港物業保安從業員的職業健康問卷調
查，有關問卷調查已完成數據分析及聚焦小組訪談，現正撰寫及整理研究報告，相關報告將於稍
後出版；

3. 《社區安老院舍照顧員職業健康行動研究》：中心計劃與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合作進行社區安
老院舍照顧員的職業健康問卷調查，以了解社區及院舍照顧員面對工作間暴力的情況，有關調查
結果將於記者招待會作分享及出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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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顧問服務：中心邀請企業及團體成為合作夥伴，提供職業安全健康專業顧問服務，協助他們訂立
安全健康管理系統，並因應個別企業或團體需要，提供專項的培訓及參與其職業健康宣傳工作，
當中將協助加強前線員工及管理人員的溝通，為參與安全健康委員會的員工作出培訓，並鼓勵他
們積極參與。

5. 石棉宣傳出版資料：中心得到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贊助下，出版「預防因石棉而引致
肺塵埃沉著病」的職業健康預防教材，包括舊樓維修及船隻維修行業，並免費派發給相關人士，
向他們推廣與石棉相關的職業健康問題，以預防因石棉引致的肺塵埃沉著病；

6. 《職業健康》出版：中心共出版了六期《職業健康》，藉有關刊物向公眾介紹不同的職業健康專題，
並宣傳中心的活動訊息；

7. 勞工團體和非牟利社會服機構合作項目：為了加強勞工團體和非牟利社會服機構在職業健康推廣
上的效益，中心亦派出專業人員，提供專業意見，協助他們推行職業健康宣傳及行業調查項目。

8. 社區推廣活動：中心繼續參與中西區健
康節，本年度中心負責之攤位主題為「舊
樓維修之石棉健康問題知多少」，活動
中向公眾展覽相關石棉資料及派發舊樓
維修的石棉小冊子。另外，本年度亦獲
邀參加由肺塵埃沈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舉辦的嘉年華，中心負責其中一個攤位
遊戲，主要向公眾宣傳舊樓維修的石棉
危害及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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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服務
內地服務：

1. 深圳市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研究計劃：有關
研究計劃已完成分析及總結，以論文形式公
報有關結果、成效及經驗，並就項目總結進
行分享會議；

2.《建立南中國職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安全培訓模
式 》 計 劃： 計 劃 於 2010 年 9 月 撰 寫 項 目 總
結報告分享項目收穫及相關經驗；

3. 迪士尼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顧問服務：過去
一年中心和迪士尼公司合作開展了一個職安
健的改善計劃。中心協助迪士尼公司為其十
間產品生產工廠提供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改
善服務以提升工廠的職業健康安全。計劃的主要工作包括為迪士尼審計團隊提供普思參與式職
業健康導師培訓，及一系列的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服務內容的示範等。計劃的最終目的
是為參與的十間工廠成立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鼓勵可持續的職業健康發展，及推廣員工參與職
業健康改善的概念及模式。
迪士尼團隊已就工廠的培訓及表現進行評估分析及總結，並透過 2010 年 12 月在東莞舉行的
品牌社會責任峰會及是次合作項目的總結分享會，向其他主要品牌及工廠的代表分享合作項目的
內容、評估結果及總結。

4. 粵港普思培訓合作計劃：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合作於廣東省推動工傷預防及教育培訓計
畫，其目標旨在開始探索在內地工傷保險制度下如何進行工傷預防的推動。為此，除與社保接觸
交流、企業廠房聯繫、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及成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外，亦會逐步參考不
同國家的工傷預防經驗，從而討論如何在國家的工傷保險體制下建立工傷預防推行模式。是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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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將發展一套工傷預防風險管理，鼓勵保險公司 /
社保為不同企業提供職業健康風險評估，並針對某
些高風險的企業制定改善措施及培訓的方案，從而
幫助企業降低工傷意外率及賠償。另外，將配合普
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及成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
會，以更有效地達到持續降低工傷事故意外率、改
善工作環境及整個安全體制的最終目的。計劃於一
年為 10 間位於廣東省的工廠提供普思參與式職業健
康安全培訓及建立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發展預防
教育和推動職安健持續改善。中心主要扮演著顧問
角色，負責提供專業支援，包括普思培訓教材和有
關普思推行的意見。計劃完成後，中心及廣東省工
傷康復中心將總結經驗，並向社保提議適合國內推
行的工傷預防模式。

5. 顧問服務：中心透過與不同企業及團體成為合作夥伴，提供職業安全健康專業顧問服務，協助他
們訂立安全健康管理系統，並因應個別企業或團體需要，提供專項的培訓及參與其職業健康教育
及宣傳工作，當中將協助加強前線員工及管理人員的溝通，為參與安全健康委員會的員工作出培
訓，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今年中心在得到不同慈善團體、基金會及品牌公司的贊助下，繼續在
內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推廣員工參與職業健康的有關服務。

主要活動及服務統計數字

活動及服務類別
職業健康宣傳資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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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次數）
16600 (10 次 )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 香港 )

829 (51 次 )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 內地 )

544 (18 次 )

職業健康研究

2次

職業健康展覽

1300 (2 次 )

服務報告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於 2010 － 2011 年度，中心繼續為有需
要的工傷工人提供一站式的社區職業康復服
務。服務之目標乃透過專業的康復介入，協助工傷
或患上職業病的員工，盡快恢復工作能力，重返工作崗位，重投勞動市場，提高生活
質素，達致社區共融。務求以「個案管理為基礎，服務項目為輔助」的方向為服務手法，
讓每一名求助的工傷工人都能夠統一由一名康復個案經理，以個案管理模式作深入的
康復跟進，並於不同的康復階段提供適當的服務跟進。

前期服務：
1. 職業傷病康復熱線：中心得到公益金資助下，提供
有關職業康復服務，包括設立職業傷病康復諮詢熱
線，由中心康復治療人員及註冊社工，為懷疑因工
受傷或患病的員工及僱主提供專業意見，包括解答
有關受傷員工安排重返工作崗位的疑問；

2. 醫療及康復諮詢：中心尖沙咀辦事處為一政府註冊診所，由醫生、康復治療師及註冊社工，以跨
專業的團隊方式提供定期預約的醫療康復諮詢服務；

3. 工傷復工個案管理計劃：為推動早期的工傷康復跟進介入，中心會為各企業機構提供全面的殘疾
管理講座，提高管理層及員工對職業健康及工傷康復處理的認識。並定期為有機會回到原有工作
崗位的工傷員工及其僱主，提供康復諮詢及個案管理跟進，制定工傷復工計劃，並外展到工作場
地中提供復工指導及跟進復工的進展。

4. 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重返工作訓練計劃：於 2010 年初，中心獲得僱員再培訓局資助，舉辦課程予
早期工傷康復人士。透過多年為工傷人士提供服務的經驗，我們相信若能盡早協助他們了解可能
面對的問題，並透過個案管理手法，提供心理社交調適、康復輔導、重返工作支援，能減輕他們
工傷後的壓力和疑慮，提升他們身心康復及重返工作的能力。同年，亦開展與東區尤德夫人那打
素醫院矯型及創傷外科部門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矯型外科及創傷學科部門的合作。透過盡早接觸工
傷康復人士，提供適時及有效的康復諮詢及重返工作建議及跟進，以促進他們對自己身心康復進
展的理解，協助他們重投新生活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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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中期服務：
5. 職業康復結伴行計劃：為提供更有效及全面的職業康復服務，本中心除了聯繫多間醫院康復部門
外，亦與數間醫院建構了定期合作平台，包括廣華醫院、屯門醫院及聯合醫院等，拓展職業康復
結伴行計劃。中心派出康復團隊同事，到醫院為職業傷病人士講解康復及重返工作的注意及準備
事項，並為工傷或職業病患者提供適時社區跟進及介入，以協助他於康復過程中作好心理準備及
復工安排。另外，中心繼續於本港 10 間醫院的判傷處及兩所勞工處職業醫學組設立諮詢服務台，
由已接受訓練的義工定時駐守，為工傷員工解答有關判傷及重返工作崗位的疑問，並介紹中心的
康復服務。

6.「生活模式重整」小組活動：中心一直為工傷員工開
辦「生活模式重整」小組活動，讓工傷工人學習以
樂觀正面的角度去迎接工傷所帶來的轉變，適應生
活上的限制，從而積極準備未來的生活及工作路向。
「生活模式重整」小組活動綜合地運用「生活重整」
及「認知行為治療法」的方法進行，再輔以個別輔
導，藉此加強工傷康復的心理社交支援，鼓勵組員
重新以正面及愉快的角度去面對工傷後生活適應的
阻礙，當中包括：討論處理痛楚的方式、解除工傷
補償的疑慮、探討重返工作的須知及準備、以及重
新去發掘身邊的社會及家庭支援。在過去一年，共
有超過 30 名工傷員工參與小組活動，當中接近 8 成
的參加者在小組完結後重新訂立目標。

7.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透過鼓勵工傷工友參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作為一個試驗平台，讓他們了
解及訓練其身體的活動能力，從而提昇工友重投社會及重返工作的信心。在 2010 至 2011 年期間，
中心分別舉行了不同的義工服務，如：製作創意手工藝及探訪獨居長者等。透過參加義工服務，
義工能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而且，參與義工服務能夠認識不同的工傷工友，過程中他們互相分
享及交流，達到互相支援的作用，從而建立一個社交支援網絡。參與義工服務過程中，義工除了
與社會保持接觸外，工傷工友透過活動的合作及實踐，亦有機會發揮及更了解自己的能力。過程
中，不僅是服務使用者給予義工回饋，更重要是工友親身的體驗和反思。義工服務的過程能有效
協助他們減少心理社交及情緒上的壓力並重新發掘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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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服務：
8. 職業傷病康復者就業再培訓計劃：中心與僱員再培訓
局合作，一直為已康復的工傷或患有職業病的員工提
供再培訓服務，當中包括康復及就業輔導，在學員完
成有關再培訓局課程後，中心會積極協助他們尋找合
適的工作，鼓勵他們重投社會。在過去一年，中心得
到僱員再培訓局資助，提供了 140 名學額，藉以協助工傷康復者提昇能力，重投社會工作。此外，
中心一直維持課程質素，運用多元化的小組教學手法教授課堂，讓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學
員都能在就業市場中學以致用。除了為職業傷病康復工人提供課程外。中心的就業主任亦會定期
聯繫僱主，開拓就業網絡，並發掘不同類型的行業及工種，提昇學員的就業機會。近年來，職業
傷病康復學員的成功就業率平均達致七成或以上。
9. 工傷康復大使計劃：有見於工傷員工在經歷工傷時會面對不同的問題而引起不少情緒問題，故工
傷康復大使計劃主要是透過工傷康復大使以過來人的經驗，鼓勵正在康復中或正就讀再培訓課程
之學員積極面對工傷這個難關，強化正面訊息。並且透過工傷康復大使的參與及朋輩力量，凝聚
不同工友參與活動，及協助中心推動職業健康及康復訊息。於 2010 － 2011 年度，中心一共委任
了 14 名工傷康復大使，在過去一年，工傷康復大使積極地參與服務，分別到中心及醫院向現正處
於過渡期中的工傷康復員工分享自己經歷工傷及重投社會過程的經驗。另外，他們亦會協助及參
與中心小組活動、義工服務及大型活動等，透過不同的平台，讓大使有更多機會接觸工傷康復員
工並交流。此外，中心亦安排已接受基本朋輩輔導訓練之工傷康復大使透過電話與工傷員工傾談，
鼓勵他們積極生活。

主要活動及服務統計數字
活動及服務類別

人數

職業傷病康復熱線

511

醫療及康復諮詢

56

工傷復工個案管理計劃

10

早期職業傷病康復者重返工作訓練計劃

22

職業康復結伴行計劃

178

職業傷病康復者就業再培訓計劃

140

「生活模式重整」小組

32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

29

工傷康復大使計劃 ＊大使人數
＊大使服務次數
＊接受服務者人次
宣傳單張海報印刷

14
64 次
408 人次
68,79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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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內地康復項目
中心於 2003 年開始協助內地合作夥伴探討於當地開展職業社會康復的手法。

粵港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資源中心
粵港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資源中心是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屬下的廣東省
工傷康復中心合作成立的。自 2003 年 8 月開始，資源中心的有關專案主要是透過兩地的專業協作，
在國內推廣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的工作。

為了推進職業康復發展，探索工傷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經驗，以及在社區中協助工傷職工進行家居
環境改造，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 2008 年開始推行工傷職工緊急援助計劃，通過具體的幫助，包括：
協助工傷職工獲得適合的職業技能培訓、家居環境改造、重返工作安排等。使得這些貧困的工傷職工
可以在接受了系統的醫療康復和職業社會康復後，真正能夠回歸工作回歸社會。為了總結經驗及分享
緊急援助計劃對工傷職工的援助，中心在本年度特別出版「邁步人生路 - 工傷職工援助故事冊」。

廣州工傷康復互助組，由一班曾經受傷而已康復的內地工友組成；同路人的互助分享可以正面地
鼓勵工傷職工。在過去一年，互助組一群核心骨幹定期以過來人的身份到從化工傷康復醫院及廣州社
區探訪有需要，及重殘的工傷工人，發揮出互助互愛，互相扶持的精神。舉辦不同的活動如剪紙訓練
班，讓康復工友能學習一門技能，從而提昇他們的自信心。除此之外，互助組在去年更把服務開拓至
提供予剛離院的工傷職工，分享如何適應回歸社區的生活、社區資源的利用、以及將來生計的準備等
經驗。

四川受傷災民的職業社會康復計劃
中心與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合作，並與成都市工
傷康復中心聯繫，為四川地震受傷災民於社區中提供
職業社會康復服務，致力於改善地震傷患者的社會心
理 健 康 狀 況， 增 強 其 重 返 工 作 及 融 入 社 會 生 活 的 能
力。計劃的第二階段於 2010 年 5 月開始，目標對象
除了居住於大成都地區（如都江堰等地﹚的地震受傷
災民外，以及提供較全面的職業社會康復服務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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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人民醫院內接受治療的工傷職工。計劃以個案管理的模式進行，提供包括：傷殘適應、康復輔
導、家庭康復訓練指導、家居環境改造、緊急援助等等協助。

除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之外，項目中更舉辦備有治療性的小組活動及參與四川當地團體舉辦的社區
活動，如由成都市總工會等主辦的“5.12”紀念活動及成都市成華區舉辦的國際助殘日關愛殘疾人活
動。參與活動後，傷員都深受感動及重拾信心，盡快適應及重投社區。

透過計劃的推行，與四川當地不同的持份者建立網絡，分享個案管理的模式及應用於四川項目的
成效。在去年的 9 月，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三方共同於四
川省成都市舉辦“四川傷患社區康復經驗交流會”，與 90 餘位來自四川殘疾人士聯合會、醫療機構
及 NGO 的代表們分享項目經驗。

在去年 11 月，更舉辦西南石油大學社工交流會，通過分享及培訓，讓社工學生更多的瞭解了殘
疾人社會工作以及社工在工傷康復裏的作用。激勵社工學生，更好的掌握專業知識，更多的參與社會
實踐，以後在工作中遇到相應的困難才能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現時，西南石油大學社工學生已成為
計劃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協助推行小組活動予傷員及工傷職工。

從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3 月，四川受傷災民職業社會康復計劃已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予 296 位
地震傷員及工傷職工。協助 13 位傷員進行家居環境改造，未來生計的規劃及開展，讓他們能夠重新
適應及投入社區生活。

2010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
工傷預防及康復在內地是一個嶄新而發展迅速的
社會事業。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 2005 年和廣東省工
傷康復中心定期舉辦「內地與香港工傷預防及職業康
復研討會」，提供了一次寶貴的機會予來自海外、香
港及中國內地從事工傷預防及康復的專家聚首一堂，
彼此分享及交流工作經驗。有關研討會在 2010 年已
正式更名為：「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並已
在 2010 年 11 月 25 及 26 日在廣州從化舉行完畢。是
次研討會除了邀請來自日本、芬蘭、美國、香港及內地從事工傷預防及康復的專家擔任講者嘉賓，更
首次邀得台灣的機構成為協辦機構及於研討會中發言。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接近 350 位來自海
外、香港、台灣及內地從事工傷康復及預防工作的專業人士交流及互相認識。

23

內地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交流
因應中心與內地不同機構已建立緊密合作關係，過去一年中心定期與內地的專家
及工作人員到港與中心的資深工作人員交流或培訓，以便一起探討有關工傷預防及職
業康復的介入模式或手法。

月份
2010 年 5 月
2010 年 6 月
2010 年 7 月
2010 年 7 月

2010 年 2 月

內容
與 10 位來自湖南博愛康復醫院的醫療人員分享交流中心的工作
與 5 位分別來自東莞虎門醫院、四川德陽市族陽區中醫院、四川成都市
第二人民醫院的醫療人員，介紹中心康復團隊的工作
與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代表介紹中心的工作
與社區關懷文化中心代表分享中心在貴州及湖南推行社區塵肺康復項目
經驗
安排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江門市殘聯康復醫院
及上海陽光康復中心員工到香港接受為期一星期的工傷康復培訓

活動及服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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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工傷預防及康復熱線諮詢

200

工傷預防及康復宣傳及培訓

250

職業康復跟進服務

780

宣傳單張海報印製

2000

服務報告
出版資料及研究報告
1. 《舊樓維修 勿掉輕心 小心石棉 健康一生》‧2010 年 4 月
2. 《改變帶來希望 – 活得快樂 ･ 我作主》職業傷病康復工友個案分享 ‧2010 年 5 月
3. 《維修船隻要安全 預防石棉不可少》‧2010 年 6 月
4. 《外判清潔工人化學性危害職業健康問卷調查 2010 年》‧2010 年 7 月
5. 《邁步人生路》‧2010 年 11 月
6. 《互助組培訓手冊》‧2010 年 11 月
7. 《四川地震傷員職業社會康復項目》‧2010 年 12 月
8. 《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導師手冊》‧2010 年 11 月
9. 《香港少數族裔工人職業健康行動研究報告 2011 年》‧2011 年 3 月

服務報告
政策倡議
為了倡導完善的職業健康保障制度，中心積極回應各項職業健康關注事項。

1. 石棉問題關注
中心繼續跟進有關職業健康安全議題的動向，探討本港職業健康政策的不足，倡議有關政策
及相關政府部門的改善。本年度分別透過立法會議員書面提交了香港石棉進出口及轉口情況及
「樓宇更新大行動」潛在的石棉問題予有關當局回應；中心亦就舊樓維修及牛頭角下邨和菜園村
清拆時引起的石棉職業健康問題召開記者招待會及去信相關政府部門查詢及表達中心對石棉的關
注及意見。

2. 自僱人士的職業健康關注
本年度中心就衛生署出版的首份損傷報告所得，有酬工作時發生的損傷數字有超過 13 萬宗，與
勞工處公佈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相差 3 倍。有見統計數字的偏差，中心特撰寫了一篇社評提出問題。

3. 關注員工工作壓力
中心於 5 月 30 日召開了記者會關注內地工人面對的壓力問題，並分享了員工參與職業健康
安全改善的理念、應用及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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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
人力資源是中心重要的資產，隨著中心的全職
職員人數不斷增加，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的管理、員
工培訓、福利服務等各項政策，增加員工對機構的歸屬感，關心員工的身
心健康，從而讓員工積極投入工作，與中心的顧問、董事會成員、指導委員會成員
及不同的合作伙伴，實踐中心的服務使命，有效地執行中心的工作開展策略，並激
發員工構思新的方案，從而持續地改善及發展中心的工作。

1. 員工進修假期及進修基金
為配合機構的發展方向及建立持續學習的文化，中心鼓勵員工把握培訓及進修的機會，從而
提昇工作表現，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中心每年均提供進修資助及有薪進修假期予
員工，以鼓勵員工繼續其專業或學術進修（附表一﹚。
本年度，中心提供了合共接近五百小時的有薪進修時間及 奬 學 金資助，以鼓勵員工不斷學習和
掌握新知識。

2. 員工運動計劃
本年度開始，中心管理層與員工溝通後，已開展員工運動計劃。中心希望提供一個平台鼓勵
員工多參與運動，透過持續的運動能夠幫助員工有強健體魄，同時可舒緩工作中的壓力，亦可增
進員工之默契及溝通。
現時中心員工每人每月可獲 2 小時工作時間進行帶氧運動，運動形式不拘同時中心亦會資助
運動所需租場費用及由行政組安排租用運動場地事宜。本年度，已有接近七成員工曾參與運動計
劃以強健體魄投入工作。

3. 聽取員工意見
中心重視員工意見，中心更視員工的意見為持續改善的動力；所以今年更採用 POHSI 的概
念－提出低成本但實踐性高的措施，讓員工就中心工作環境提出意見作出改善，以協助解決工作
場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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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建議後，行政組會安排同事進行投票，而每季最受歡迎、又可行的建議，將由同事投
票決定，獲最高票數的，更可獲奬鼓勵。

4. 新入職員工導向簡介會
為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服務，我們相信員工是工健寶貴的資源，
為讓新到任的員工能配合機構的發展方向及以實踐中心的服務使命，本年度，工健舉辦了十一次
員工導向簡介會為十四名新到任員工提供培訓。

5. 員工與董事會成員溝通
為了加強員工與中心的董事成員溝通，每年中心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包括春茗聚餐及交
流活動等。本年度中心更舉辦了為期兩日一夜之澳門旅行，讓全體的員工放下工作中的忙碌，彼
此交流聯誼。
為著未來發展，本年度更於 2011 年 3 月舉行董事退修日，除董事出席外，更有多位資深員
工列席，一併就中心未來 5 年計劃，規劃出未來方向及定位。

6. 職業健康及工傷意外的支援
為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了中心的員工，並加強員工對自身的職業健康關注，中
心定期為新入職及現有職員舉行參與式的職業健康培訓，並為不同工作小組的工作環境作出風險
評估及改善，同時亦為每一位入職的員工作出使用電腦的職業健康評估及改善。
此外，中心繼續為員工設訂工傷意外的個案管理及支援，並將有關「職業健康安全及工傷
康復管理制度」納入員工行政手冊內，以便能於員工因工作受傷時，能即時作出關懷，並委派中
心的康復個案經理負責適時及主動地跟進中心的工傷或患病員工的康復及重返工作的進度及安
排，並而建立良好的職業健康及工傷康復管理制度，保障中心員工的職業健康，並推動及保障每
名員工重返工作的權利。而本年度中心之工傷個案仍維持為零個案。
為員工提供全面之健康保障，中心已為員工提供門診、住院保障及人壽保險，有關門診的
保險包括西醫及中醫的求診，同時更安排員工自願參與牙科保健計劃；對於經常需要外出到中國
內地或海外交流工作的員工，中心亦會為他們購買旅遊醫療保險，作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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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社會不斷轉變的環境下，作為社會服務機構必須更新以回應服務使用者、員工及合作伙伴的
需要。機構既要堅守服務宗旨及承諾，同時亦考慮員工的需要。中心將繼續以鼓勵、支持、欣賞及
透過有系統的員工培訓及發展，提升員工素質及團隊效率，以回應轉變的年代。

附表一：資助員工進修表
員工姓名

學院或主辦機構

課程名稱

盧許如玲

Whole Person Centre

Healing Trauma with Somatic Experiencing

謝鳳蓮、石惠玲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

優質客戶服務課程

孫同祥

Beeree Safety Technologies Co., Ltd.

Applied Industrial Ventilation Workshop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

「提升就業服務方案」｣ 培訓工作坊

梁芷凌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

學習成效為本評核工作坊

盧許如玲

Hong Kong Society for
Quality of Life

QOL Seminar: Why chronic moo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keys to
rehabilitative success.

胡慧詩、尹晞雯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Affordable solution for strategic CSR
implementation

石惠玲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

防貪認知工作坊

王俊鈞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員證書課程

鄧紫晴、李淑雯、
楊嘉琪、譚嘉儀、
翁燕瑜、吳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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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交流研討會
本年度，中心派出員工代表出席各項交流活動及研討會，以加強與外間機構保持溝通及聯
繫，掌握工作項目上最新發展，並向外界介紹中心的服務及工作項目，部份員工出席的交流會：

日期及地點

主辦機構

硏研會名稱

10/4/2010-11/4/2010
香港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Work Injury & Rehabilit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Musculoskeletal Injury Management
at the Workplace

16/4/2010 - 19/4/2010
哈爾濱

黑龍江省工傷保險處

粵港龍工傷康復研討會

24/4/2010 - 25/4/2010
香港

Hong Kong Pain Society

Hong Kong Pain Society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2010 –
Unravelling the Mystery of Pain

6/7/2010
香港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Construction Safety Forum and Award
Presentation 2010

20/8/2010
香港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R Forum for NGOs 2010

16/9/2010
四川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廣東省工傷
康復中心及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

四川社區康復經驗交流會

21/8/2010 - 28/8/2010
越南

Occupational Health & Environment
Can Tho, and the Can Tho Medical
College

The 10th Mekong Delta International
PAOT Workshop in Viet Nam

5/11/2010
香港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Health, Work and Well-being
Conference

25/11/2010 - 26/11/2010
廣州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及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2010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

27/11/2010
香港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30 th Annual Congress

4/12/2010 - 5/12/2010
Japa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sbestos Problems in Asia

16/12/2010
香港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PR Forum for NGOs 2010

Hospital Authority

HA OSH Conference cum
Promotion of Trust & Harmony
Policy Signing Ceremony

17/2/2011-18/2/2011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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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機構經驗總結
1.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外判清潔工人化學性危害職業健康問卷調查 2010 年」‧2010 年 10 月 ‧ 香港

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少數族裔工人職業健康行動研究報告 2011 年」‧｣･2011 年 3 月 ‧ 香港

3. 盧許如玲 ‧ 應用動機晤談法以促進工傷職工的殘疾調適 ‧･2010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 ‧ 主
辦：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10 年 11 月

4. 廖哲安、孫同祥 ‧ 普思參與業式職業健全持續改善計劃於香港及內地的實踐 ‧･2010 國際工傷預
防及康復研討會 ‧ 主辦：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10 年 11 月

5. 胡慧詩、謝立亞、何曼婷 ‧ 影响工傷工人重返工作的因素：分析曾於香港參與職業傷病康復者再
培訓計劃的工傷工人 ‧･2010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 ‧ 主辦：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香港工
人健康中心 ‧･2010 年 11 月

6. 黃雅文、胡慧詩、鄧敏儀 ‧ 生活重整訓練試驗性計劃於香港工傷患者之運用及成效 ･2010 國際工
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 ‧ 主辦：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10 年 11 月

7. 洪東鳳、尹晞雯、孫同祥 ‧ 推動職業健康安全委員會成立的經驗分享 ‧･2010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
復研討會 ‧ 主辦：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10 年 11 月

8. Sun T.C.T. (2010). Participatory Training for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in Enterprises in China. 21-28 August
2010. The 10th Mekong Delta International PAOT Workshop in Viet Nam, Organizers: Occupational Health &
Environment Can Tho, and the Can Tho Medical College.

9. Lo-Hui, Y.L.K. (2010).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 Facilitating the Behavioral Change of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Presented in Work Injury & Rehabilit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Musculoskeletal Injury
Management at the workplace. 10-11 April 2010. Organizers: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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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o-Hui, Y.L.K. (2010). Policy Issues on Asbestos Problems in Hong Kong. 4-5 December 201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sbestos Problems in Asia, Organizer: Ritsumeikan University.

11. Lo-Hui, Y.L.K. (2010). Patient Centered Management of Musculoskeletal Pain.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Psychosocial Impacts and Pain Management. 11-12 December 2010. Organizer: Occupational Orthopaedics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2. Lo-Hui, Y.L.K. (2010). Self-help Groups.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Psychosocial Impacts and Pain
Management. 11-12 December 2010. Organizer: Occupational Orthopaedics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3. Woo, W.S. & Lo-Hui, Y.L.K. (2010). Pilot initiative on timely return to work support services to workers with
work injury in the community setting in Hong Kong. Presented in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30th Annual Congress. 27 November 2010. Organizer: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14. Woo, W.S., Tse, L.A. & Lo-Hui, Y.L.K. (2010). Return to work predictors of people with occupational injury
participated in vocational retraining and resettlement program in Hong Kong. Presented in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30th Annual Congress. 27 November 2010. Organizer: The Hong Kong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31

服務報告
交流探訪
中心因應不同的項目開展，定期接待中心國內同事、外界團體及合伙伴機構的前線工作人員
及義工到香港交流學習：
團體

目標

日期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 工傷預防團隊

交流學習

10/5/2010 –14/5/2010

湖南博愛康復醫院

交流學習

28/5/2010

Ritsumeikan Univesity – College of Policy Science

交流探訪

14/6/2010

東莞虎門醫院 , 四川德陽市族陽區中醫院

交流學習

25/6/2010

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

交流學習

6/7/2010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

交流探訪

9/7/2010

深圳龍城醫院

交流學習

29/7/2010

社區關懷文化中心

交流探訪

22/7/2010

Ritsumeikan University – College of Policy Science

交流探訪

9/8/2010

中文大學職業及公共衛生學院

交流探訪

20/9/2010

社區組織協會

交流探訪

12/10/2010

EED

交流探訪

21/10/2010

公益金

交流探訪

29/10/2010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虎門工傷康復中心

交流學習

14/12/2010

香港資優兒童家長會

交流探訪

14/1/2011

深圳小小鳥打工互助熱線

交流探訪

19/1/2011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

交流探訪

21/1/2011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
江門市殘聯康復醫院及上海陽光康復中心

交流學習

14/2/2011 - 18/2/2011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 工傷預防團隊

交流學習

17/2/2011 - 18/2/2011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

交流探訪

19/3/2011

學院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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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院名稱

學系

人數

2010 年 9 月 20-21 日

香港理工大學

Bachelor (Hon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40 名

機構架構圖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周年大會

職業健康
教育服務指導
委員會

董事會

名譽顧問

中國康復服務
指導委員會

社區職業
康復服務指導
委員會

總幹事

行政組

職業健康
教育推廣組

社區職業康復組

辦事處及服務單位
總辦事處

內地合作項目辦事處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 號

粵港工傷預防及職業康復資源中心

百利商業中心 1429-1437 室

中國廣州市東山區梅東路 28 號

電話：(852)2725 3996
傳真：(852)2728 6968
網址：www.hkwhc.org.hk
電郵：info@hkwhc.org.hk

梅花村大廈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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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34

財政報告

35

財政報告

36

財政報告

37

財政報告

38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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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捐款機構  個別捐款人士

顧問  董事會  委員

香港公益金

張建宗先生

李家明先生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林秉恩醫生

鄭樹基博士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李鳳英女士

錢棣華先生

職業性失聰補償局

梁耀忠先生

霍佩珠醫生

僱員再培訓局

梁家騮醫生

鄭任鳳琼女士

職業安全健康局

潘佩璆醫生

何森宏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

葉偉明先生

社區伙伴

李紹鴻教授

香港樂施會

梁智鴻醫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郭家麒醫生

李鳳英

關尚義先生

錢棣華

劉千石先生

伍啟明

李啟明先生

魏家保

黃天祥先生

羅淑清

何世柱先生

Evangelischer Entwicklungsdienst e. V.

方敏生女士
周永信醫生
梁國輝先生
陳漢標先生
盧俊恩醫生
余德新醫生
葉富強醫生
陳根錦博士
蘇子樺先生
杜武俊先生
楊世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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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明愛醫院病歷檔案部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

明愛醫院職業治療部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伊利沙伯醫院職業治療部

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

威爾斯親王醫院職業治療部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瑪嘉烈醫院職業治療部

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

聯合醫院骨科專科門診

成都工傷康復中心

聯合醫院社區参與及義工服務部健康資源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聯合醫院職業治療部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職業及
環境健康教研中心

香港麥理浩復康院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職業治療部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部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香港人類工效學學會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香港﹚

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

循理會竹園長者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循理會藍田長者服務中心

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九龍中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台灣中山醫學大學工作強化中心

港島東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澳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職業健康部

港島西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將軍澳醫院病人及社區關係部

新界東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將軍澳醫院綜合復康部

新界西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廣華醫院骨科門診

九龍中醫院聯網職業醫療關懷服務部

廣華醫院職業治療部

屯門醫院社區服務中心

廣華醫院冊藉部

屯門醫院職業治療部

廣華醫院健康促進中心

明愛醫院骨科及創傷外科

律敦治醫院行政部

戴麟趾康復中心職業治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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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機構
律敦治醫院職業治療部

鄰舍輔導會新界西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仁濟醫院公共事務部

嗇色園主辦可蔭護理安老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部門

嗇色園主辦可誠護理安老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職業治療部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第二安老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救世軍港澳軍區竹園綜合服務耆才拓展計劃東頭中心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安老院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

鐘聲慈善社劉梅軒安老院

勞工處職業醫學組（香港及九龍辦事處﹚

香港政府華員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

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Limited

香港科技大學健康、安全及環境處

World Cat Limited

肺積塵互助會

XC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衛聰聯會
護手社
志蓮護理安老院
耆康會關泉護理安老院
Lohas Hair（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旗下社會企業﹚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區會基列社會服務中心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
博愛醫院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博愛醫院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亞洲婦女協進會陳昆棟頤養之家護理安老院
保良局癸未年樂頤居暨耆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家居易（樂群社會服務處旗下社會企業﹚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興民幼兒學園

42

鳴謝

專業人士

其他人士

錢炳航醫生

黎建斌先生

Dr. Kazutaka Kogi

鄭啟明先生

熊良儉教授

楊秀萍小姐

Mrs. Louisa Ma

吳慧儀女士

謝永廉醫生

李偉志先生

Ms. Lung Ka Wing, May

馮堅礎先生

何孟儀醫生

鄭慧慈女士

Mr. Maurice Wan

馬

林樹佳先生

Mr. Adrian Leung

Mr. Pal Liu

張成雄先生

林啟和先生

Ms. Aileen Chu

Ms. Peggy Lee

李德明先生

唐

Mr. Alen Hannu

Ms. Pinky Lau

歐陽亞濤醫生

Prof. Allen N. Lewis

Ms. Rebecca Chan

羅筱媛醫生

Ms. Alice Leung

Ms. Rosalia Lee

廖哲安醫生

Ms. Annie Ho

Mr. So Ming Loi, Eric

陳英琪醫生

Prof. Chetwyn Chan

Mr. Steven Siu

何相東醫生

Mr. David Chin

Ms. Vera Chan

陳爾亨醫生

Mr. Eddie Lam

Ms. Winky Chan

何湛安醫生

Mr. Eric Fung

Mr. Wong Hei Yi

羅尚尉醫生

Mr. Ernest Wong

Ms. Yiu Chui Han

黃錦文先生

Prof. Geoffrey Q. P. Shen

張彧教授

Ms. Gladys Leung

張瑞昆先生

Ms. Grace Tse

陳美香博士

Mr. Jackson Wong

吳家光先生

Mr. Jonathan Chow

陳景康醫生

Ms. Josephine Wong

陳仕鑾醫生

Ms. Joyce Wong

林楚賢醫生

Ms. June Wong

甘振剛先生

Prof. Karen Jacobs

丹主任

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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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義工
余艷儀女士

信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海皇粥店

黎亞久先生

信和護衛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林漢民先生

居美家居服務

京廣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盧錦洪先生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寶豐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馮德榮先生

莊臣有限公司

時豐物流有限公司

鄧永強先生

海滴工作室

世紀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春女士

國民警衛集團有限公司

原形有限公司

羅玉霞女士

港安警衛有限公司

ISS Facility Services

李潔梅女士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ure International (HK) Ltd

李國強先生

M 記信箱服務公司

Make the Right Call

何家熹先生

香港傳遞服務公司

Global Mag & Press (HK) Ltd

孔桂珍女士

鴻星集團

G4S Holdings (Hong Kong) Ltd

黃嬋慧女士

置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California FITNESS

李大衛先生

威格斯警衛有限公司

鄧志威先生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許碧婷女士

德保護衛有限公司

陳煥玉女士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林俊青先生

高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李清琴女士

衞業有限公司

王得貴女士

信誠保安顧問有限公司

高健坤先生

英王麵包（香港﹚有限公司

黃智明先生

牛奶公司

陳玉珍女士

精英服務地氈有限公司

黃妙芳女士

港滙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謝家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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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公司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廿六週年誌慶

惠澤社羣

香港衛聰聯會致意

職業健康傳環宇
服務多元顯關心
互助互動齊關社
工人工作得保障
護手社致意

肺積塵互助會 敬賀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廿六週年誌慶

惠澤社羣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二十六週年誌慶

多謝支持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HKWHC !
請列印此表格，攜同捐款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以現金捐款（每次捐款金額最少為港幣一百元）。
收銀員於完成交易後會發出交易紀錄給你。如欲索取捐款收據，請將 7-Eleven 交易紀錄正本連同本表格
郵寄回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Please print out and present below donation barcode to any 7-Eleven store in Hong Kong when making
a cash donation to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the minimum donation amount is HK$100 per
transaction). The cashier will issue a transaction record for you when the transaction is completed. To
get an official donation receipt, please mail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 record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to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捐款者資料 Donor Information
姓名（英文正楷﹚ Name :
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o. :
性別 Sex :

中文 Chinese :

（

﹚（為免捐款者記錄重覆，煩請填寫。To avoid donor record duplication only. ﹚

電話 Tel （day 日間﹚ :

（ night 夜間﹚ :

地址 Address :
傳真 Fax :

電郵 Email :

電話 Tel: 2725 3996
傳真 Fax: 2728 6968
電郵 Email: info@hkwhc.org.hk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 號百利商業中心 1429 室
Room 1429-1437, 14/F., Beverley Commercial Centre, 87-105 Chatham Road South, Kowloon
網址 Website: www.hkwhc.org.hk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保密處理，作為寄發收據及與您通訊的用途。若閣下不願意收到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任何資料，請在方
格上加上剔號。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will be treated as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will be used only for receipting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with you. If you would not like to receive any mailings from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please
tick the box.

□

STAMP
郵票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 號百利商業中心 1429 室
Room 1429-1437, 14/F., Beverley Commercial Centre,
87-105 Chatham Road South,Tsim Sha Tsui, Kowloon

電話 Tel: 2725 3996 傳真 Fax: 2728 6968
電郵 Email: info@hkwh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