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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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治療師、職業安全健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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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並提供職業康

復及社區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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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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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負、使命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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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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及培訓服務；

職業傷病社區復康共融服務；

職業傷病復康照顧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

專業及政策研究、出版及培訓交流計劃；

職業健康及復康倡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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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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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的方案及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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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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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我們推動

我們承諾

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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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發展計劃大綱
2011-2016

於康復上以有關再培訓為基礎，繼續投入

開展早期工傷康復的介入模式；

探索及開展企業的殘疾管理培訓顧問服

務，從而能長遠地推動企業預防工傷及協

助受傷員工重投工作；

當中，將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引入適當的

研究，作為項目成效檢討及支援專業發展

的工作。

在工傷預防的工作上，中心將會與內地合

作伙伴一起將普思等相關的項目推廣致廣

東省內，從而加強推動內地工傷保險制度

在工傷預防上的開展工作；

而在有關內地的康復上，中心將會以靈活

的方法作出支援，並主動參與推動內地塵

肺康復發展，開放與不同持份者及相關照

顧工傷康復系統的機構作出交流及合作。

中心集合了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包括

同事、委員、董事以致專業義工，為此，中

心長遠將定位為一個跨專業的交流平台，考

慮積極開展不同的培訓及交流機會，給予內

地及香港相關專業人士合作，當中並可以與

其他專業團體及大學合作舉辦，並將有關培

訓及交流的盈餘撥作支援中心服務開展及政

策倡議的工作。

透過不同的交流及培訓計劃，中心亦希望能

參與並聯繫亞洲地區相關專業人員作經驗交

流；而其中，每兩年在內地舉辦的國際研討

會將納入為未來定期舉辦的交流計劃

中心在預防工作上會繼續以普思(POHSI)服

務作為主線，包括在香港及內地推行普思

計劃，整理及推廣有關經驗；

積極開拓相關的職業健康顧問服務，以獨

特的模式推改善工作間的職業健康文化；

未來重點除了開始推動參與式的工作壓力

培訓，亦會利用普思的方法以推動香港不

同的職業健康工作；

而香港正開始建立資歷架構，將探索如何

將中心的職業健康培訓成為相關資歷認可

培訓之一；當中，將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

引入適當的研究，作為項目成效檢討及支

援專業發展的工作。

中心未來仍然會透過服務的開展，以及不

同相關議題的關注，倡導社會關注工人職

業健康問題，並主動與不同持份者保持聯

繫，討論及磋商如何在香港進一步改善現

時員工的職業健康保障，以及推動照顧工

傷工人的復工及重返社區的需求。

預防教育

社區職業康復

支援內地職業傷病預防及康復發展

工傷預防及康復跨專業交流平台

政策倡議

五大工作方向及
        五年策略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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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信醫生

主席獻詞

近年，我們看見香港基建工程陸續上馬，進行得如火如荼，房屋亦因剛性需求而大量

興建。但是，2012年建造業死亡人數仍達44人的高企數字，死亡原因很多主要是高空墮

下、觸電和被車輛撞死。是否因為趕工而忽略安全措施，就不得而知，希望政府能夠藉大

量基建工程和房屋興建的機遇，好好分析嚴重工傷及死亡原因，以儘早訂立安全政策及可

行方案和指標，去積極預防嚴重工業意外和死亡。

中心現正回顧過去香港卅年所發生的嚴重職業病及工傷個案，去深入檢討成因，去預

測未來的趨勢和要求政府盡快訂下策略和指標去防範嚴重的工業意外和職業病，我們亦會

將資料結集成書，去見證過去香港卅年的工傷職業病問題。

今年是工人健康中心邁向成立卅年，這三十年中國大陸有了極大變化，已經實行一套

工傷職業病的中央補償制度去保障僱員的工傷賠償，職業康復以及預防三個重要元素；反

之香港仍然實行殖民政府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僱員補償條例，由保險公司只負責金錢賠償，

箇中原因可能是政府官僚不願面對保險公司既得利益，去全面檢討這條過時的僱員補償條

例。在工傷補償的保險，很明顯香港是落後了。僱員補償條例的缺憾，令到索償公司有機

可乘去慫恿僱員去爭取病假補償，而忽略重返工作對僱員的重要性，造成浪費資源。我們

一直期望立法會議員關注工傷賠償問題及迫使政府全面檢討僱員補償條例。

在政府未曾訂立適當政策和指標去減低工業意外和職業病，中心仍然繼續提倡「普

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行動改善計劃，去推動僱員、僱主和管理階層三方面的積極參與

行動改善工作環境，從而達到預防工業意外和職業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中心亦繼續為工

傷僱員提供早期工傷康復和後期再培訓，使僱員能夠早日重返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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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推動職業健康過程，我們往往發現以下的困難；一是：缺乏專業人員的提供

服務；二是：提供者缺乏專業培訓；三是：未有認可資歷機構去評估資格，前線人員亦感

到十分無奈。中心今次週年研討會就希望去探索職業健康專業培訓，是否可以成為認可資

歷，以及如何持續專業培訓，研究如何支援專業培訓等問題，期待研討會後能夠共同研究

去促進職業健康專業發展，去保障僱員健康。

最後，本人謹代表中心多謝香港公益金，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僱員再培訓局及其

他基金、機構、團體資助。亦多謝中心顧問，其他董事，各委員成員，中心職員及義工幫

助，共同努力去改善職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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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許如玲女士

總幹事報告

於2013至2014年度，中心繼續努力推廣工傷預防及康復。

於工傷預防工作上，是年中心完成了為期三年的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顯示屏幕職

業健康你要知」推廣計劃。此計劃為社會服務業或中小企業的機構提供顯示屏幕職業健康

風險評估服務及參與式職業健康工作。從三年的服務提供經驗中，我們發現本地僱主及僱

員對於關注及認識顯示屏幕職業健康仍然不足，而即使相關條例通過已多年，但在法例的

執行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是年，中心繼續與相關工會合作於社區及工地積極開展預防石棉沉着病的推廣活動，

從而希望增加香港市民及相關持份者對於石棉的認識及關注。同時，因應有關全面禁用石

棉的立法事項，中心多次向立法會提出我們的意見，從而希望加強有關全面禁用石棉條例

的成效。雖然我們對於相關條例的豁免項目仍有所保留，仍然欣喜於香港終於邁出了全面

禁用石棉的一步。未來，我們將繼續關注本地含有石棉物料如舊式大廈及機械等維修及拆

卸事宜。

於內地，中心亦持續推廣「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與內地合作伙伴一起為廣東

省內的企業開展工傷預防計劃，是年並開始因應有關項目進行對照組研究，從而進一步探

討「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於內地開展的成效。

於康復工作方面，中心在不同工傷康復持份者的支持及協作下，為受傷工人開展早

期的工傷康復社區個案管理及職業康復支援服務，並對有關服務進行成效評估及研究。我

們相信，有關的服務及研究，將有助本地的工傷康復持份者思考，如何在現有政策的框架

下，協助工傷工人及其僱主達到適時重返工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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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業培訓及研究發展上，中心是年開辦了一項職業醫學的證書課程；同時，我們亦

正式開展了殘疾管理模式比較研究計劃，是項研究是與加拿大、澳洲及瑞士同步進行。

透過服務提供、專業培訓、實證研究、政策倡議等不同的手法，我們希望能進一步加

強推動本地的職業健康發展。

最後，我們感謝中心顧問、董事及各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在過去一年的支持，亦感謝

中心各位同事的努力工作，香港、內地及海外的合作伙伴及專業人士的支持與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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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

主    席：

副主席：

秘    書：

財    政：

成    員：

董事會

周永信醫生

梁國輝先生

陳漢標律師

盧俊恩醫生

余德新醫生

葉富強醫生

陳根錦博士

楊世模博士

蘇子樺先生

杜武俊先生

霍佩珠醫生

劉健真醫生 

戚玉瑤女士

張建宗先生

高永文醫生

郭家麒醫生

梁耀忠先生

李卓人先生

梁家騮醫生

潘兆平先生

鄧家彪先生

郭偉強先生

李紹鴻教授（至2014年１月9日止）

梁智鴻醫生

關尚義律師

吳秋北先生

何安誠先生

黃天祥先生

方敏生女士

顧問

名譽法律顧問
陳漢標律師      

關尚義律師

名譽醫務顧問
余德新醫生

名譽醫學顧問
熊良儉醫生      

謝永廉醫生

甄志雄醫生      

何展雄醫生

霍佩珠醫生

名譽專業顧問
林樹佳先生      

錢棣華先生

林啟和先生

核數師
廖榮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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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教育服務
指導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杜武俊先生

余德新醫生

周永信醫生

楊世模博士

盧俊恩醫生

陳根錦博士

蘇子樺先生

錢棣華先生

何森宏先生

黎建斌先生

謝立亞教授

郭啟謙醫生

董事，顧問及委員合照

社區職業復康服務
指導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盧俊恩醫生

余德新醫生

周永信醫生

梁國輝先生

蘇子樺先生

霍佩珠醫生

陳根錦博士

李家明先生

鄭樹基博士

羅尚尉醫生

林楚賢醫生

何展雄醫生

黃望斯醫生

何君怡女士

中國復康項目服務
指導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梁國輝先生

余德新醫生

葉富強醫生

陳根錦博士

熊良儉醫生

盧俊恩醫生

社區職業復康服務社區職業復康服務社區職業復康服務社區職業復康服務

指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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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名錄 (2014年3月31日)

總幹事

高級項目幹事

高級行政秘書

盧許如玲

王俊鈞      何曼婷

游妙嫺

項目經理

項目幹事

鄧敏儀      孫同祥      尹晞雯

李淑雯      陳秀珍      劉鎧汶

高霈洺      吳家豐      梁國偉

卓可寧      鍾芷澄      劉曉詩

會計文員
石惠玲

初級文員
劉嘉琪

職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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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工作紀要

4月

6月

7月

10月

中心為回應本年4月28日的「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所提倡的預防職業病主題，撰寫了一篇文章

投稿給部份報章電台，內容主要介紹肺塵埃沉著病、筋肌勞損及心理健康等職業病及其影響、

香港的狀況以及提醒讀者預防工作的重要。

中心開展2014年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於4月份舉辦“Certificate Course in Occupational Medicine Practice for Doctors＂

中心開展「內地新來港人士的職業健康行動研究」計劃。

因應屯門醫院康復科邀請，職員到醫院分享中心的康復服務, 包括如何協助工傷工友重返工作。

於7月14日中心舉行週年大會暨職業健康研討會，主題為「香港工傷康復模式的新發展」，會中

邀請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職康中心、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及本中心代表擔任嘉賓講者。

因應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會贊助下的「預防石棉沉着病社區推廣計劃」，中心與合作伙伴於

10月6日在深水埗保安道遊樂場舉行一次地區嘉年華，透過攤位遊戲推廣預防石棉相關知識。

中心的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2013年畢業禮」於10月26日圓滿

結束，當天有近130位人士出席典禮。典禮主題為「信‧未來」，透過畢業生親述工傷前後變化

及得社會各界的協助，令他們重拾信心，相信未來。

20132013201320132013201320132013201320132013



14

11月

3月

於11月16日舉行員工退修會，於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舉行，是次退修會主題為團隊建立。

於11月中心正式開展了殘疾管理模式比較研究計劃，是次研究將會與加拿大、澳洲及瑞士同步

進行。

於11月27日，中心職員向深圳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辦公室“勞動能力鑒定管理及職業康復開

展研究專題赴港考察交流團＂的成員，分享及交流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工傷康復的的服務內容。

中心正式完成為期三年的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顯示屏幕職業健康

你要知」推廣計劃。此計劃為社會服務業或中小企業的機構提供顯示

屏幕職業健康風險評估服務及參與式職業健康工作坊，亦於社區及企

業中進行顯示屏幕職業健康講座及展覽。

20142014201420142014

職業健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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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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顯示屏幕職業健康你要知》推廣計劃：

此計劃為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三年計劃，本年度

為計劃開展的最後一年，中心集中邀請非牟利社會服機

構合作，亦將宣傳和服務擴展至中小企，繼續推廣電腦

顯示屏幕的風險評估及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服務，

鼓勵合作機構關注文職員工的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機構

的職業健康狀況；同時，中心亦透過舉辦講座及展覽向

市民大眾宣傳電腦顯示屏幕設備使用的職業健康資訊。

2.《理髮業的職業健康安全行動研究調查》：

為了解理髮從業員的職業健康情況和他們對職業健康的認識，本中心邀請合作團體一起進行

問卷調查。有關研究調查結果將於新聞發佈會作分享及出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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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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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各企業及團體合作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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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屏幕職業健康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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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造業工人防塵防護器具的使用情況及意識調查》：

本中心欲探討建造業工人在工作過程中的塵埃暴露情況以及了解他們選用呼吸保護器具和使

用的習慣，因此開展事項研究調查。調查結果會在研究完成後作出分享及出版報告。

4.《酷熱指數應用程式》宣傳：

為提高市民大眾對酷熱天氣下的職業健康關注，本中心製作了一個適用於智慧型電話的酷熱

指數應用程式免費讓各界人士下載，為應用人士提供酷熱指數參考數字。是年中心繼續向有

關機構和組織宣傳該應用程式和酷熱天氣的職業健康問題，以冀更多人士受惠。

5. 預防石棉沉着病社區推廣計劃：

本中心在得到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基金會）的贊助

下，與合作夥伴建造業總工會順利完成預防石棉沉着病的社區

推廣教育計劃，並有幸獲得基金會的支持延續有關計劃，於未

來兩年繼續為本港不同地區的市民提供預防石棉沉着病的社區

教育宣傳。

6.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建造業工地推廣計劃：

為提升建造業工人對肺塵埃沉着病的認識和關注，本中心和建造業總工會在肺塵埃沉着病補

償基金委員會的贊助下，延伸了一年的宣傳教育推廣計劃，並緊接原來的計劃繼續向建造業

工人宣傳有關資訊。

市民透過嘉年華攤位遊戲吸收

預防石棉沉着病的資訊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建造業工地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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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職業健康》出版：

本中心共出版了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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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香港職業健康事件大事回顧：

本年中心繼續回顧過去半世紀在香港發生的重大工業意外及不同類型的職業病的歷史新聞，

並整理有關事件的文章，讓讀者更了解職業健康及其發展進程。本年撰寫的文章主要以職

場火警為主題，包括有《1994年石硤尾滙豐銀行縱火案》、《1981年北角假髮廠火警》、

《1984年香港仔田灣大生工廠大廈大火》及《1997年佐敦嘉利大廈大火》等。

10. 殘疾管理研究：

是年本中心獲邀參與一項由瑞士西北應用科技大學開展的研究，分析澳洲、加拿大、中國和

瑞士四個國家的人口變化與殘疾管理在私營機構的實踐。本中心主要協助搜集和提供本港和

國內企業的數據資料，再由負責研究人員進行數據比較。

7. 顧問服務：

本中心應機構團體的邀請，提供

專題講座或專項的培訓工作坊及

參與其內部的職業健康安全推廣

工作。過程中，中心亦加入強調

前線員工參與職業健康改善的重

要信息，鼓勵管理人員和員工的

主動溝通和積極參與。

陪月員職業健康安全調查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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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顧問服務：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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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協助他們

制定安全健康管理系統，並因應個別企業或團體需要，提供風險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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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與職業健康安全委員

會的員工作出培訓，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主要活動及服務統計數字 

活動及服務類別 人數（次數）

職業健康宣傳資料出版 2400 (4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香港) 1097 (45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內地) 3795 (75次)

職業健康研究 2次

職業健康展覽 7200 (7次)

2.《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培訓》: 

本中心是年積極籌劃發展參與式工作壓力管理服務，期望能向機構宣傳推廣一個有效的工作

壓力管理模式。中心在一電子品牌公司的推薦下，與其中一間供應工廠展開了是項服務，探

索參與模式用於工作壓力管理的成效。

1. 粵港工傷預防項目推廣計劃：

本中心連同合作夥伴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一起開展了為期三年的項目，主要向廣州市的工廠

企業推廣《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及為參與企業成立或強化職業健康安全委員

會，推動前線員工積極參與職業健康安全改善的工作。本年度為項目的最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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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團隊正為該項目進行成效研究

評估工作。

內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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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於2013－2014年度，中心繼續為有需要的工傷工友提供一站式的社區職業康復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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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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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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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與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矯型及創傷外科部門、威

爾斯親王醫院矯型外科及創傷學科部門繼續保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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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度，中心成功與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部門展開合作，為超過

50位早期的受傷工友提供工傷個案管理服務。

前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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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生涯導航單元證書課程：

本中心繼續獲得僱員再培訓局撥款資助，舉辦課程予早期工傷康復人士。透過個案管理手法，

提供心理社交調適、康復輔導、重返工作等支援服務，有效地減輕受傷工友工傷後的壓力和疑

慮，提升他們身心康復及重返工作的能力。過去一年，共有40名工友報讀課程。

5. 工傷康復伴你行研究計劃：

本中心承蒙食物及衛生局、衛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資助，並與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

學系合作，研究生活教練模式的介入手法對協助早期工傷工友重返工作的成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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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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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他們於康復過程中作好心理準備及復工安

排。另外，中心繼續於本港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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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傷工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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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生活模式重整」小組活動：

本中心一直為工傷工友開辦「生活模式重整」小組活動，讓工傷工友在受痛症及功能障礙限制

的情況下，學習以樂觀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工傷所帶來的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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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工傷工友重新以

正面及愉快的角度去面對工傷後生活適應的障礙，當中包括：討論處理痛楚的方法、消除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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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與小組活動之工傷工友，超過八成能在小組活動完結後重新訂立目標。

中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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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友茶聚活動：

茶聚活動的主題環繞痛楚管理、壓力處理等範疇，目的為吸引新接觸或處於過渡期的工友

出席，促進中心與工傷工友的關係建立。透過定期舉行的茶聚活動，提供機會讓工傷工友汲

取知識以面對工傷困擾，定期的參與可保持工友與外界的接觸，重建生活上的規律。與此同

時，工傷康復大使在茶聚活動中，以過來人的身份與工傷工友分享當中所面對的困難和心

得，讓工傷工友學習以正面樂觀的態度面對困難及挑戰。每位參加的工友均表示茶聚活動令

他們了解更多有關主題內容及中心的服務，促使他們能更明白及更了解自己的處境，從而積

極尋求適應的方法。工傷工友和工傷康復大使互相分享及支持，更有助舒緩工傷工友的壓

力。工友茶聚活動於2013年10月起，由每月更新至每星期舉行一次，更有效地提供支援予工

傷工友。

導師在講解求職及尋找工作的途徑

學員參與課堂中的模擬面試練習

導師正教授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

個別就業輔導 再培訓學員正進行職能評估，
了解重返工作的能力

工傷康復者投入進行小組活動

工傷康復者展示小組

活動中行動計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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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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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至2014年期間，中心分別舉行了不同的義工服務，如：為長者量血壓、磅

重、探訪獨居長者及智障人士宿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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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不同手工藝品製作，
提昇心理及情緒健康

為長者進行基本身體檢查活動

後期服務：

支持畢業學員及提供就業機會的僱主一同影相留念

10. 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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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會積極協助

參與義工服務，於長者中心帶領活動及
進行遊戲，讓工傷工友提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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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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名學額，藉以協助工傷康復者提昇能力，重投社會工作，最終共有116名工傷工友完成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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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提供課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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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康復學員的成功就業率平均達致七成或以上。

11. 工傷康復大使計劃：

有見於工傷工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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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中心一共委任了

主席周永信醫生於畢業禮中致辭及勉勵畢業學員

工傷康復大使於講座中分享過來人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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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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醫療及康復諮詢 34

工傷復工個案管理計劃 15

職業生涯導航單元證書課程 42

職業康復結伴行計劃 277

「生活模式重整」小組 16

工友茶聚活動 47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 95

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 116

工傷康復大使計劃

–大使人數 13

–大使服務次數 38次

–接受服務者人次 447人次

宣傳單張海報印刷 23, 700份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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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傷康復工友並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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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工傷工友傾談，鼓勵他們積極生活。

中心與積極與醫院部門合作, 社工於講座中
介紹及提供工傷康復的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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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工傷預防及康復跨專業交流平台
中心集合了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包括同事、委員、董事以致專業義工，為

此，中心於《五年發展計劃大綱》中列出中心長遠將定位為一個跨專業的交流平台，積極

開展不同的培訓及交流機會，給予內地及香港相關專業人士合作。本年度，中心分別舉辦

了職業醫學實踐證書課程及動機式晤談法工作坊。

中心針對前線醫生，提供了一系列課程介紹職業醫學之概論及分享前線於職業病評估之風險及面對

困難，以提高前線醫生對職業醫學之認識及關注。

中心本年度為一品牌建築公司，介紹了動機式晤談法，以工作坊形式協助前線工傷康復管理人士，

透過動機式晤談法協助工傷員工重返工作及作出相關跟進服務。

職業醫學實踐證書課程

動機式晤談法工作坊

服務報告

        出版資料及研究報告 

1.《肺塵埃沉着病的知識與預防》‧2013年10月

2.《陪月員職業健康安全行動研究調查報告》‧2014年3月2.《陪月員職業健康安全行動研究調查報告》‧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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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 

服務報告

        政策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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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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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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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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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計劃涵蓋了員工內部培訓、出席本地／

1. 石棉問題關注

是年中心繼續關注有關本港全面禁用石棉的計劃發展。本年度中心主要就《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的修訂草案去信有關當局和法案委員會成員表達立場和意見，尤其中心認為已有證據說明石

棉會導致消化器官的癌症，因此並不贊同修訂草案中所提出將含石棉成份的中成藥列入豁免規管

的名單，強烈要求將之剔除。否則，政府當局需加強市民對含石棉中成藥的認知，及市民和中藥

業界對棄置此類中成藥的監管，以保障市民和業界從業員的健康。



27

2. 員工運動計劃

本年度中心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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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接近七成員工運用了90多小時參與運動

計劃以強健體魄投入工作。

4. 員工參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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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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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外。本年度員工代表人數為5人，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分別就著工作場所的問題提出職安健改

善建議，及舉辦員工活動等。

海外之研討會及會議，及員工個人安排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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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供了合共超過三百小時的有薪進修時間及�學金資助，以鼓勵員工不斷學習和

掌握新知識。

3. 員工專業資歷註冊費用津助計劃

隨著中心專業同工與日俱增，中心本年度設立了員工專業資註冊費用津助計劃，凡員工工作

滿一年，每名職員每年可申請上限港幣3,000之專業註冊費，專業資歷範圍包括：註冊社會工作

者；註冊物理治療師；註冊職業治療師；註冊安全主任；平安咭；急救證；Certified Disability Man-

agement Professional；Certified Industrial Hygienist。藉此以鼓勵員工提昇個人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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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合作後共享成果

5. 員工培訓

為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服務，本年度，中心分別為員工舉辦了針對

性的技巧培訓，以提昇員工於不同層面的知識及技巧。本年度曾舉辦之團隊培訓分別為：「腰背

痛的病理生理學」、「調解服務內容及如何協助工傷個案」、「�頸部工傷的病理生理學」、�「殘

疾管理」、�「社會分析和研究技巧」、「�下肢工傷的治療與康復」、「�靜觀訓練」、�「善意溝通

工作坊」及�「Coaching and team building workshop」，合共提供了接近四百小時的員工培訓。

6. 員工退修交流

為了加強員工溝通及合作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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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員工交流營，讓員工放下工作中的忙碌，透過定向遊戲加強

彼此�契，本年度員工一行十多人前往青協有機農莊並透過原野烹飪建立團隊精神。

職員活動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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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業健康及工傷意外支援

為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予中心的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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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職業健康培訓也

同時提供予新入職兼職員工，以加強兼職員工對自身工作環境之職業健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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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員工假期福利

中心著重員工在家庭與工作之間能取得平衡生活，故本年度中心增設「家庭友善」措施。中

心本年度為員工增設「侍產假」及�「結婚假」，同時亦修訂了已實施了一段時間之「恩恤假」，

好讓員工能於工作時同時兼顧家庭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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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將繼續以開放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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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在轉變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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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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晞雯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Be a Competent Team Leader

石惠玲 勞工處 僱傭條例研討會

鄧敏儀、陳秀珍 The Hong Kong Pain Society Pain Management: its Art & Science

陳秀珍、梁國偉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CROSS Centr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in 

Brief Consultations

孫同祥、尹晞雯、

王俊鈞
HKQAA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Auditor / 

Lead Auditor Training Course

何曼婷 僱員再培訓局 突發事件處理講座

吳家豐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平安咭課程

游妙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企業分享:

員工向職心及家庭友善政策

劉曉詩 職業安全健康局 工作壓力管理工作坊

劉曉詩 職業安全健康局
安全康環保督導員(製造業)

綜合證書

何曼婷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SMART Manager – Managing 

Downwards and Up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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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地點 主辦機構 內容

27/04/2013

香港
Hong Kong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Occupational Hygiene 

Technical Conference 2013

22/06/2013

香港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s

Symposium on Occupational Health :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Development

07/11/2013

香港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Conference on Joining Hands to 
Eliminate Asbestos Hazards

08/11/2013

香港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R Forum for NGOs 2013

12/12/2013

香港
Hospital Authority 

Kowloon East Cluster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29/3/2014

香港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 & Rehabilitation Symposium 2014: 
“Healthy Working into Old Age＂

服務報告

        交流研討會

服務報告

        機構經驗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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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肺塵埃沉著病的知識與預防」2013年6月‧香港

2.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陪月員職業健康安全行動研究調查報告」‧2014年3月‧香港

3. Tina Tang (2013). “A Continuum of Care Model o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People with Work Injury 
through Community Partnership＂ in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12th December 
2013, Organizers: Kowloon East Cluster Hospit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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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交流探訪

學院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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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D / Bread for the World 交流探訪 16/4/13

上海陽光康復中心，成都雅安市人民醫院
及深圳恆生醫院的代表

交流學習 13/9/13

香港公益金 交流探訪 30/9/13

Bread for the World 交流探訪 14/3/14

日期 學院名稱 學系 人數

2013年6月24及26日 香港理工大學 職業治療理碩士 32名

2013年9月18及24日 香港理工大學 職業治療理學士 40名

2014年3月28日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公共與社會服務

高級文憑
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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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會

機構架構圖

辦事處及服務單位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會 名譽顧問

職業健康教育

指導委員會

中國康復

指導委員會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指導委員會

行政組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組 社區職業康復組

總幹事

總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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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2725 3996  

傳真：(852)2728 6968

網址：www.hkwhc.org.hk

電郵：info@hkwhc.org.hk

內地合作項目辦事處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中國廣州市

白雲區尖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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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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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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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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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中心於2013至2014年度承蒙下列機構及人士的捐助及支持，謹致以無限的謝意！此外，

中心的工作尚獲得不同政府部門、志願機構、社會服務團體、公司企業、傳播媒介的大力支持，

謹在此深表謝意！（排名按筆劃排名）

中西區區議會 

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香港公益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僱員再培訓局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業性失聰補償局 

伍啟明 

郭偉強

曾鈺成

潘兆平 

錢棣華 

魏家保 

譚耀宗 

Bread for the World 

方敏生女士

何安誠先生

吳秋北先生

李卓人先生

高永文醫生

張建宗先生

郭家麒醫生

郭偉強先生

梁家騮醫生

梁智鴻醫生

梁耀忠先生

黃天祥先生

鄧家彪先生

潘兆平先生

關尚義先生

顧問／董事會／委員

顧問 董事會 委員

捐款機構／個別捐款人士

余德新醫生

杜武俊先生

周永信醫生

戚玉瑤女士

梁國輝先生

陳根錦博士

陳漢標先生

楊世模博士

葉富強醫生

劉健真醫生

霍佩珠醫生

盧俊恩醫生

蘇子樺先生

李家明先生

林楚賢醫生

林樹佳先生

何君怡女士

何森宏先生

何展雄醫生

郭啟謙醫生

黃望斯醫生

黎建斌先生

鄭樹基博士

錢棣華先生

謝立亞教授

羅尚尉醫生

Dr. Kazutaka K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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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天主教香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

仁濟醫院公共事務部

屯門醫院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醫院職業治療部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覆診診所

伊利沙伯醫院職業治療部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社區及病人資源中心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部門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職業治療部

明愛醫院明愛醫院醫療記錄部

明愛醫院行政部

肺積塵互助會

律敦治醫院行政部

律敦治醫院職業治療部

香港人類功效學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

香港循理會白普理竹園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衛聰聯會

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

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

威爾斯親王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威爾斯醫院職業治療部

將軍澳醫院病人及社區關係部 

將軍澳醫院綜合復康部

基督教聯合醫院總務部

基督教聯合醫院總務部職業治療部

基督教聯合醫院職業治療部

國際社會服務社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

勞工處職業醫學組(香港及九龍辦事處)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職業治療部

新家園協會

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瑪嘉烈醫院職業治療部

廣華醫院骨科門診

廣華醫院職業治療部

戴麟趾康復中心職業治療部

鐘聲慈善社顏劉崑珠老人中心

護手社

Hewlett-Packard AP (Hong Kong) Limite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The Li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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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桂珍女士

王得貴女士 

朱美芳女士

余艷儀女士

李小春女士

李倩芳女士

李國強先生

李碧瑕女士

李潔梅女士

何光明先生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卡樂 B 四洲有限公司

迅捷旅遊巴士有限公司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泛亞警衛有限公司

居美家居服務

依馬打聯華世界有限公司

信佳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何家熹先生

何詠霜女士

汪慶芝先生

林俊青先生

林漢民先生

許碧婷女士

侯淑霞女士

徐    蓮女士

徐蓮花女士

孫慧圓女士

梁少芳女士

郭竹梅女士

郭容妹女士

麥慧紅女士

陳小春女士

陳月英女士

陳堅女士

陳麗珊女士

曾桂珍女士

楊詠恆小姐

廖碧華女士

鄧小英女士

鄧志威先生

鄧秀梅女士

鄧轉好女士

鄧肖雲女士

黎亞久先生

蔣金香女士

蔡秋鳳女士

蔡桂蕊先生

劉雪梅女士

賴桂友女士

盧淑清女士

盧智銳先生

盧錦洪先生

鍾少女女士

羅玉霞女士

羅秀紅女士

羅    金先生

首榮光碟有限公司

海滴工作室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富天擇管理有限公司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黃道益活絡油有限公司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塞科利達保安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精英服務地氈有限公司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衞業有限公司

Cleaning Buddies Company

Hextronik Limited  

J&K HK Co. Ltd.

M記信箱服務公司

Make the Right Call

MOV Data Collection Centre Ltd.

WMG HKG LTD

義工

夥伴公司

義工義工義工義工義工義工義工義工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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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工作環境

視察及風險評估

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實地工作環境

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視察及風險評估

實地工作環境

視察及風險評估

本中心現有提供工作環境風險評估顧問服務，服務�
內容包括實地工作環境危害辨認及風險評估、職業
衛生危害暴露評估及人體功效學評估。

實地工作環境危害辨認及風險評估

由專業團隊就不同的工作環境以及工種，為機構提供實地工作環境危害辨認
及風險評估。

職業衛生危害暴露評估

利用專業儀器為不同的工作場所提供職業衛生危害暴露評估，評估有害物質
的暴露量，從而作出分析及改善建議。

人體功效學評估

由接受專業培訓的團隊從人體功效學的角度評估工作場所內的職業健康安全
危害，並提供合符人體功效學的改善建議。

若想了解更多以上服務詳情，歡迎致電 2725 3996 本中心職業健康
教育推廣及培訓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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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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 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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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 : 

身份證號碼HKID card no. :                                    (         ) (為免捐款者記錄重覆，煩請填寫。To avoid donor record duplication only.) 

性別Sex :             電話Tel (day日間) :                                               (night夜間) : 

地址Address : 

傳真 Fax :                                                    電郵 Email : 

電話Tel: (852) 2725 3996  傳真Fax: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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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謝支持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HKW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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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1437室

Room 1429-1437, 14/F., Beverley Commercial Centre, 

87-105 Chatham Road South,Tsim Sha Tsui, Kowloon

電話Tel: (852) 2725 3996                     傳真Fax: (852) 2728 6968

電郵Email: info@hkwhc.org.hk           網址Website: www.hkwhc.org.hk

STAMP
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