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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推拿和按摩在中國的發展本屬一體，只是手法的不同而已。推拿療法古稱按摩，是我國
傳統醫學中獨特的治療方法之一。秦漢時間，按摩已成為人們醫療上主要的治療方法之
一，並於魏晋隋唐時期盛行，隋代更設有按摩博士的官職。

到了明代，按摩已成了大醫院內醫政的 13 科之一。同時，明朝小兒推拿盛行，故按摩
的稱呼在明朝由推拿所取代。到清代推拿於宮庭內更是繁衍，更形成足底療法的興起，
令當時的足底療法可自成一格流傳到今。

推拿(按摩)在內地朝專業方向發展。內地早在 1958 年便設有中醫推拿門診；發展至今，
按摩成了發揮保健功能的舒緩作用，在內地按摩師是需要取得資歷認可的，分為初、中、
高級保健按摩師；而第四級則為技師級，再細分為技師及高級技師級。考取得第四級者，
除了可以做為前三級按摩師之導師及監考委員會之委員，亦可從事治療性推拿工作；初
至高級按摩師資歷者，主要從事以保健及舒緩按摩為主。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其它東南
亞國家，不難發現大部份的國家都為其按摩師資歷定下規範性的要求，而新加坡更需要
通過指定考試，才能註冊；而台灣的視障按摩師亦需要通過資歷認証。

香港人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加上自由行盛行，近幾年本港推拿及按摩行業興起，人們
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需求大增，故加入該行業之從業員為數不少。我們翻查過香港統計
處資料，找不到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就業人數，據行內非官方統計數字所得，從事本行
業的從業員約有 6 萬人。

由於香港現行沒有任何法規要求入職前需要接受規範化的職前專業培訓或資歷認証，故
約有部份推拿及按摩業人士在入職前沒有接受正規培訓，引致自我預防勞損意識薄弱。
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筋肌會因為重複動作、用力施壓而做成勞損，若缺乏盡早治療的意
識，會成為長期病患者，影響工作及家庭生活。謹此，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和香
港工人健康中心希望透過該研究，建議各相關的培訓機構增加自我預防職業勞損培訓內
容，讓從業員重視和增加預防知識，防止及減少職業性勞損，發揮自身專業技術、提升
本行業從業員的專業形象。唯有從業員自身擁有健康的體格、工作時抱著輕鬆開朗的心
態、才能幫助別人更健康，令整體推拿和按摩行業更康莊。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李鶴海理事

序

言

在香港，很少人知道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職業病。政府現行缺乏對全港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
統計數字，亦未有就此行業的相關職業病個案數字及了解形成的原因作出探索，故此亦未曾
作出任何有關此行業的職業健康相關指引及預防措施。

是次職業性筋肌勞損調查，可算是填補香港這方面資料的不足，從而印證本港和外國按摩師
在職業性筋肌勞損問題上相似的地方和需要作出改善地方。從調查的結果顯示，很多推拿及
按摩師由於經常要以不同的體位工作、重複的手部動作，加上工作時間長、缺乏休息時間，
其推拿及按摩的工作環境並未完善，引致其手指及手腕、腰、肩、頸出現了筋肌勞損的情況。

是次問卷調查亦突顯出不少從業員在入職前缺乏任何就預防筋肌勞損的培訓，或培訓內容缺
乏適當的指導。而從業員治療痛症的方法均是採取一般的疼痛治療，並未有針對工作的重複
動作及不良體位作出預防和改善，從而減輕從業員的痛楚。

長遠而言，期盼政府及相關團體重視有關從業員的職業健康問題。亦希望從事有關行業的人
士能以健康為重，在工作間多作休息，避免勞損出現加深的情況；並在作業前作舒展活動，
尤其是手部、頸及背部的肌肉舒展，減輕肌肉被拉傷或出現勞損的機會。

由於是次調查訪問的從業員大部份均為自僱人士，其職業性筋肌勞損並不列入職業病保障範
圍內，故是次調查報告除了說明推拿及按摩從業員普遍出現了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問題外，亦
希望大家今後會更關注自僱人士的職業健康保障。

最後，我謹代表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向香港推拿按摩專業人員總會致謝，感謝工會理事及多位
義工在調查過程中積極參與，將關注化做行動，默默地為行業做出貢獻。並祝各位從事推拿
及按摩的人員身體健康，盼望未來一起和各界合作，向在職的從業員及將加入行業的學員們
推廣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的方法。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
周永信醫生

二、前

言

在此研究工作開展的半年前，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收到不少會員就筋肌勞損
(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問題進行查詢，亦了解到不少從事推拿及按摩的從業

員面對著職業性筋肌勞損所引致不同程度的痛楚。更甚者，有部份從業員因忍受不了
痛楚而需要放棄工作及面對轉業的困難。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下稱「工會」)的理事們就推拿和按摩從業員因工作而引
致的筋肌勞損的情況甚為關注，工會並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該行業內從業員的工作及
問題，從而能向政府及企業提出改善建議。

工會得悉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下稱「工健」)多年來致力於工人的職業健康和保障，會
定期就不同行業工人的職業健康問題開展行動研究，從而提升社會大眾對於保障工人
健康關注程度。就此，工會和工健合作進行了是項研究。

是次研究於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3 月進行，工健採取參與式的行動研究方法，以工
健的專業團隊配合工會理事及義務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工健派專員到現場觀察工
作，並進行分析，設計有關調查研究的框架及問卷，並為工會的問卷調查員進行培訓、
向在職的從業員進行個案訪談及進行資料分析等，最後撰寫有關報告。

工會的理事們亦積極參與了整體的研究，一開始協助工健專業職員聯絡部份推拿及按
摩從業員及工作場所負責人，進行研究前期的準備工作。工會亦招募了 32 位義工，
接受了工健專業職員的培訓，成為問卷調查員，積極以不同渠道聯繫從業員們進行有
關調查。工會亦安排及邀請從事推拿及按摩從業員進行個案深入訪談，再於調查結果
完成後，提出了改善意見。工會的理事及義務工作人員，在是次研究過程中，強化了
會員對職業性筋肌勞損的關注。

是次研究結果不只是工會和工健努力的結果，亦是從業員對工會及工健的支持及對自
身職業健康保障關注的表現。對此，工會和工健在該研究內向政府、有關機構及企業
提出了不少建議，期望相關者能夠在參考是次研究結果後，從預防的角度，共同合作，
改善推拿及從業員面對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問題。

三、文 獻 回 顧
相關研究工作開展前，研究員查閱了關於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 (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的文獻，發現香港現行甚為缺乏推拿及按摩行業相關的職業
健康研究。故此，在問卷設計前，研究員除了訪問了來自推拿及按摩的從業員及該行業
的培訓導師，取得問卷內容設計的背景資料及相關工作內容與分析；研究員亦參考了來
自內地、台灣、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學者們過往在這方面的研究，並將研究重點總結如
下：
I、
研究的對象
在內地和台灣，主要的研究對象分別為足底按摩師 (內地)及盲人按摩師 (台灣)。
按摩治療師 (Massage Therapists)為美國、澳洲及加拿大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他們有部
份是駐在醫院內或者診所內，與醫生一同為病人治療各種相關病患，為治療性的按摩；
亦有一部分是私人營業的，並需要掌握多種按摩技巧。但無論是屬於哪一種性質，都需
要經過考試及註冊。
由於在內地及在香港，推拿常被視為治療各種身體痛楚簡單而有效的方法，而按摩則較
多被視為舒緩壓力的功能。換言之，美加及澳洲國家的按摩治療師，扮演著類似香港推
拿從業員的角色；而他們稱以各種按摩技巧來舒緩身體壓力的按摩師為 BodyWorkers
(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 2009)。
II、 常見的筋肌勞損情況
綜合所參考的文獻，因工作而引致筋肌勞損的情況主要集中在手指、肩膊、手腕、頸部
及腰背的部位。加拿大學者 Albert, Currie-Jackson 及 Duncan (2008)出版的研究報告指
出有 80%受訪者表示大拇指和手腕及有 60%受訪者表示腰背因工作而出現勞損的情
況，有 75%回答因工作出現勞損的受訪者會向醫療界專業人員尋求治療。
III、 筋肌勞損主要成因
綜合所參考的文獻，因工作而引致筋肌勞損主要成因有幾方面：
1.
足底按摩師所坐的椅子未能調較、加上工時長，使手指承受較大的壓力及不斷重
複工作，易造成勞損情況 (Ye, Wong & Fu, 2005)；
2.
全身推拿及按摩師因為缺乏可移動或可調較的按摩床，為了配合按摩的力度及床
的高度，需要以不正確的姿勢來遷就，造成手腕、手肘、腰背及肩膊出現勞損的情況
(Jang, Chi, Tsauo & Wang, 2006)；
3.
工作年資及年齡亦為主要的成因。一般來說，5 年或以下從事推拿及按摩的從業員
比年資在 5 年或以上的人士更易有勞損的情況；而入行年資較短及年齡較輕的從業員
(Albert et al., 2008)，會較易出現勞損的情況。學者們指出能夠在行業內工作較長時間者
及較少出現痛楚者，主要是因為他們比年資短者更懂得如何以預防的方法及轉換按摩的
技巧來保護自已，並且他們的身體狀況亦較年資短、出現痛症的人士更為健康，故較少
出現勞損的情況 (Albert et al., 2008; Greene & Goggins, 2006)。

IV、 常見的預防方法
由於澳洲、美國及加拿大的按摩治療師需要在註冊前，修讀不同的課程。而課程內除了
教授他們正確的按摩姿勢，亦有教授預防勞損的方法，例如做伸展運動、游泳、練習瑜
珈及太極等。根據美國專家 Greene 及 Goggins 的研究報告(2006)及加拿大學者 Albert et al.
(2008)對加拿大按摩治療師的研究均顯示有超過 80%的受訪者在學校或者培訓機構接受
按摩培訓時，有接受預防勞損的培訓。
美國現約有超過 91000 位註冊的按摩治療師，他們分佈在各洲及不同的工作地點工作。
根據美國按摩治療師協會(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資料顯示，美國按摩治
療師的工作時間每星期平均為 19 小時1；每一小時從事按摩治療的平均收入約為港幣
$324 (約美金 41 元)，每個月平均會向客人提供 41 次按摩。美國專家 Greene 及 Goggins
的研究 (2006)指出，72%受訪者會定期做運動，例如定期做伸展運動來保持良好體能；
亦有 66%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會於每個月至少請其它同行替自己按摩一次，以作舒緩。
V、 處理痛楚的方法
如果身體部位出現筋肌勞損的情況，學者們的研究均指出有五成至六成的受訪者會尋求
治療 (Greene & Goggins, 2006; Minasny & Rosa, 2008)，而治療當中主要方法是尋求其它註
冊按摩治療師的按摩及減少工作量，以舒緩筋肌勞損的情況。

1

該工作時是實際工作時間，不包括休息和用膳時間。

四、研究目的和方法簡介
1.
研究目的
根據工會的粗略估計，在香港從事推拿及按摩的從業員約有 60,000 人，他們分佈在美
容院、中醫醫館內、按摩中心、纖體中心和香薰治療中心等地方工作。由於香港現行並
沒有強制要求推拿及按摩從業者在入行前需要註冊，故從業員們的職稱亦較為多元化，
有推拿理療師、足底按摩師、全身推拿或者按摩師、香薰按摩或治療師等等。
近年工會收到不少會員就職業性筋肌勞損(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問題進行查
詢，亦了解到不少從事推拿及按摩的從業員面對著職業性筋肌勞損引致不同程度的痛
楚。更甚者，有部份從業員因忍受不了痛楚而需要放棄工作及面對轉業的困難。
工會的理事們就推拿和按摩從業員因工作而引致的筋肌勞損的情況甚為關注，工會和工
健於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3 月一同合作，開展了該研究調查工作。由工會派出義務工
作人員擔任調查員、工健負責設計調查工作流程、問卷、培訓調查員及分析問卷。雙方
期望能夠藉著該份研究結果，深入就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工作情況、內容及面對的筋肌
勞損情況進行調查、分析，並就結果分析來提出改善建議，使從業員們能更有效地預防
筋肌勞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2，這方法的核心觀念相信
前線工人、工會、企業主管、有關當局及機構各方的積極參與，會有助更全面地掌握引
致工人職業健康受到威脅的各種因素及共同提出改善的建議。
同時，該研究方法要求研究員在開展相關工作前，需掌握有關的工傷紀錄、訪問工人、
僱主、專家代表和搜集相關文獻、實地觀察工作場地及進行工作環境評估和分析。故此，
在設計問卷前，工健和工會共同合作，約見了 5 位來自推拿和按摩行業的相關者進行訪
談3，就足按摩及推拿從業員的工作流程進行觀察及分析，並就工作引致的筋肌勞損諮
詢了人體工效專家、大學公共衞生教授和資深物理治療師的意見，從而設計問卷內容。
工會招募了 32 位義工作為調查員，工健派員向義務調查員分批進行培訓共 4 次及給予
義工問卷調查指引，盡量達致客觀及中立的訪問。在問卷設計後，我們先展開問卷前期
測試 (Pilot Test in Questionnaires)及進行修正。問卷調查方法主要是以不記名的情況下由
調查員以電話形式及面對面的形式向推拿及按摩從業員進行訪談。
在調查終結後，我們會根據數字分析的結果，以個案和不記名形式和 6 位來自推拿及按
摩從業員進行深入訪談，以質形式進一步了解造成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工作危害因素。
3. 研究對象和日期
本研究對象為任何從事推拿和按摩(包括足底按摩師)的從業員。整個研究從問卷設計完
成至研究報告完成歷經半年。
而問卷調查的時間為 2009 年 1 月 7 日至 2009 年 2 月 17 日，得到工會理事及 32 位義工
的大力支持，透過電話及面談形式訪問推拿和按摩從業員；共派出了 334 份問卷，回收
了問卷 280 份，而當中的有效問卷為 251 份，有效率為 89.6%。
4. 問卷設計
問卷內共有 35 題。主要分為：
I、 背景資料：包括了受訪者的年齡、年資、性別、入職前後的培訓情況及預防勞損措
2

這行動研究方法參考了國際勞工組織公共衞生專家 Ellen Rosskam 在研究國際機場登記枱前線人員的職
業健康所用的研究方法。
3
相關者指推拿治療師、全身按摩師、足底按摩師及教授按摩課程的導師。

施的採用等。
II、 工作狀況：包括工時、客人數目及休息時間等。
III、 職業性筋肌勞損狀況：此處運用了已改良並翻譯成中文的肌肉骨骼勞損調查表
(Nordic Questionnaire) 去了解受訪者筋肌勞損的情況，另外亦包括了造成勞損的成因、
克服痛楚的方法或治療方法。
IV、配套設備及輔助工具的使用：包括了可自行調整高度的按摩床和椅子及輔助工具的
使用情況、意見及不使用的原因。
5. 資料處理及分析
所有經覆核後為有效的 251 問卷由培訓後的義工以電腦軟件 「SPSS 13.0」進行輸入數
據及由研究員進行整理和分析。

五、推拿和按摩工作分析
1. 行業狀況簡介
推拿及按摩是源自中國古代的保健治療方法，而「推」
、
「拿」
、
「按」
、
「摩」則分別是四
種基本手法。現在市民口中經常提及的「按摩」及「推拿」，手法上其實都有異曲同工
之妙，只是現在市場上所指的「推拿」與傳統中醫療法相類近，具有治療性質；而「按
摩」則滲入不少外國按摩手法的元素，例如瑞士按摩和泰式按摩。
「推拿」大致上可以分為全身及局部推拿兩種。現時沒有有關推拿師的註冊及發牌制
度，推拿師經營模式亦十分多元化，有自僱、臨時工、合約工及有部份以「散工」及「跑
場」的形式經營。4推拿師除了會在中醫醫館、跌打店、物理治療中心等場所提供服務，
也有到訪家居服務的推拿師傅。
市面上的「按摩」比「推拿」形式更多元化。有一部份的按摩師是以自僱形式經營，而
其他的就是在大型連鎖式經營或中小型的美容院或減肥中心以受僱形式提供服務。這些
店舖所提供的有各式各樣的按摩服務，例如足底按摩、泰式、日式、瑞典式、穴位按摩。
近年來，美容院在向客人提供面美容服務時，亦連帶提供面部及頸部按摩，以此來豐富
服務內容及吸引顧客。
無論是推拿還是按摩，入行都較為容易，一般沒有特定學歷、年齡等的限制，只需要有
良好的體格以配合需要不同推拿及按摩力度的客人。雖然香港現行並沒有要求推拿師及
按摩師進註冊，亦有部份推拿師及按摩師入行前會參與不同培訓機構或者入行後跟師傅
學習。
由於各培訓機構教材編制不同，教材內容存有差異性，有部份教材內會有教授學員預防
勞損的方法，亦有部份沒有提及預防勞損內容，但會告知若有勞損後的自我治療方法，
例如以「浸藥酒」5來減低痛楚。
2. 推拿和按摩工作內容及流程簡析
如前所述，推拿和按摩都具有全身及局部推拿及按摩的特點，故研究員在設計問卷前曾
親自到訪從事全身推拿、全身按摩及足底按摩的工作場所，就他們日常的工作流程及內
容進行觀察，並就有可能造成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工作危害因素進行初步分析。內容詳見
如下：
4

跑場指：推拿師不是在特定店舖「駐場」
，而是有客人致電推拿場所並指明要預約某位推拿師傅時，該
名師傅就須在預約時間到達該推拿場所為客人提供服務，而推拿師在同一天內可以到不同店舖為客人提
供服務。
5
教材內容建議的泡手配方是以多種中藥藥材水煎而成，每月泡手一次，每次 20 分鐘。

I. 全身推拿及按摩的工作流程
調查員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兩者的工作時間6及工作技巧雖存有差異性，但兩者間的工
作流程類似，而故我們以綜合手法來簡述其兩者的工作流程，詳見下圖：
讓 客 人先 把財
物 及 隨身 攜帶
物 品 放置 於貯
物櫃內，客人有
需 要 的話 可以
先去洗手間

預備需用的房
間，執好床位，
在床上墊好紙
巾。預備衣架、
大小毛巾、紙內
褲及推拿/按摩油
準備乾淨毛巾

客人付費離開後，整
理床位，把用過的紙
巾拋掉，將已用過之
看毛巾放在污衣藍
內，並在其後洗手。

招呼客進入推拿/
按摩房間，讓客
人獨留房間更
衣，推拿/按摩師
則在外等候

完結後為客人提供熱
毛巾或乾淨毛巾，讓
客人自己抺身然後更
衣。之後客人自行取
回隨身攜帶物品

客 人 換過 衣服
後，讓客人先躺
在床上。可以隔
著 毛 巾為 客人
按壓，或在客人
身上塗油推按

過程中詢問客人力
度是否合適，身體
何處要大力及多按
一點。視乎公司規
例及客人喜好，在
按摩期間與客人談
話交流

推拿按摩過程約為 45-90
分 鐘 不 等。 視 乎客 人 要
求。推拿按摩師過程中需
要運用的手法較足底按摩
多，例如「推」、「按」、
「壓」、「掐」等，並常以
手指、手腕、肩膊及腰背
等部位來配合各種手法

II. 足底按摩的工作流程
足底按摩是香港近幾年來受益較大的個人服務行業之一；加上入行較為容易，故不少中
年失業人士加入此行業；現時不少培訓機增設有保建按摩課程，並以足底按摩課程為主。
全身推拿及按摩涉及個人私隱問題，研究員未能將整個流程透過照片加以闡釋。足底按
摩則會為研究員以親身參與的角度來闡釋整過過程。詳見下列流程圖及見表一：相關流
程照片。

執好座位
準備乾淨
毛巾

招呼客坐下
倒水給客人喝
為客人準備洗腳水

客人付費離開後，
整理座位、將已用
過之看毛巾放在污
衣藍內；並在其後
洗手。

6

先為客人洗腳，替客人抹乾腳
及抹油，然後足底按摩師會坐
在客人腳部旁邊矮凳上，開始
按摩。一般來說，會先替客人
做左腳按摩，再做右腳按摩

按摩完結後需以熱毛巾或乾
淨毛巾替客人抹腳，完結後倒
水給客人喝，再替客人取回衣
服或個人物品

按摩過程約為 30-60 分
鐘。過程中按摩員最常
運用其大姆指、手指、
手掌及手腕直接施力於
客人足部，由於客人的
椅子和按摩師的椅子皆
不能調整，加上按摩動
作因缺乏休息需不斷重
複，按摩師的大拇指及
肩膊可能會感到不適

一般來說，美容院的按摩為 45 分鐘為一節，但實際進行內容為 30 分鐘；客人一般會做兩節；而全身
推拿則為一個小時視為一節，推拿師實際每節做 45 分鐘；而足底按摩一般是 30-45 分鐘為一節，足底按
摩服務內容除了按摩足部外，亦會為頸部及肩膀進行按摩。

表一：足底按摩工作流程

III 職業性筋肌勞損危害因素的初步觀察

研究的主題為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職業性筋肌勞損狀況，故此，研究員親自到推拿及按
摩師工作的場所進行初步的觀察1，並將觀察到有可能引致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出現筋肌
勞損的因素簡析如下：
a
工作姿勢
進行全身推拿及按摩時，推拿及按摩師會俯身按壓客人身體。彎腰工作是造成腰背痛的
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當上身傾前時，下背的肌肉要承受上半身的重量，對背部那些並不
很強而有力的肌肉造成負荷，因此長期彎腰工作容易引致腰背受損(余德新, 1991) 。
推拿及按摩師需要長時間保持同一姿態工作站立：全身推拿及按摩時要站立工作，足部
按摩時需要長時間坐著。長期固定身體位置亦會對腰背造成壓力，而坐下時腰椎所承受
的壓力比站立時更為高，所以如果需要長時間坐著，就更需要有適當的背靠支撐，以減
少腰椎所承受的壓力(余德新, 1991)。
b
重覆性動作及力度
推拿及按摩師常常都作手指、手腕、肩膊，及腰部的重覆性活動。視乎推拿和按摩部位
的不同，動作重覆性亦不一。就足部按摩來說，大姆指和食指手指活動的重覆性最為頻
密，而且按摩全靠指力，勞損更甚；就全身推拿及按摩而說，雖然可以運用腰背、大腿
之力及有多種手法可以借換，但全身推拿和按摩時間往往較局部推拿和按摩時間長，故
手指和肩膀可能會感到不適。
c. 姿勢及用力不當
因為動作重覆性高，推拿及按摩師若使用不乎合人體工效學的手法、姿勢及力度去推拿
及按摩，便更容易使自己受傷
d. 工作空間和配套設備的不足
香港地小人多，工作間往往很狹窄。一些中小型的按摩或者推拿專門店，推拿師及按摩
師工作地方往往不夠 50-60 呎，加上按摩床及按摩師本人，工作空間顯得狹小，使按摩
師在移動客人或者轉變按摩手法姿勢時顯得吃力。
現時市面上可見的推拿及按摩床有幾種高度，但並不是全部都具調節高度的功能。推拿
及按摩師使用的床若不能根據身型調較高度，便不能以符合人體工效學的動作去工作：
身材比較矮小的便要過份使用肩膀力，身材比較高的便要過分彎腰，未能以自己身體最
自然的方式來進行推拿及按摩。

圖一：可調較高度的電動床

1

到過的場所包括註冊中醫館、足底按摩中心及美容院。

圖二：傳統的，不可調較高度的床

圖三的床不能調較高度，不能遷就身
材較矮的推拿師。若身材較矮的推拿
師使用此床時，較難以正確姿勢推按
客人背部 (俯身借軀幹的重量按
壓)，使肩膊用力過度

圖四的床可以因應推拿師不同的
身高而調較高度，以幫助他們使
用正確姿勢作推拿

六、問 卷 調 查 結 果 概 要
是次調查共訪問了 280 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其中 251 份為有效問卷，作廢的問卷均為
完成率不足的。整體問卷有效率為 89.6%。
1
n

n

受訪者背景資料
1.1 行業
就本港的普遍情況來說，推拿及按摩行業最常見的工作種類有「全身」、「足部」、
「頭、肩、頸」這三類身體部位的推拿及按摩，而推拿及按摩從業員有機會從事多
於一個工種。
是次訪問中有200位受訪者(79.7%)從事「全身」推拿及按摩，其次有121人 (48.2%)
從事「足部」推拿及按摩，另有101人 (40.2%)會進行「頭、肩、頸」按摩。
表 1、受訪者作哪個身體部位的推拿及按摩

n=251

人數

佔總人數百分比

全身

200

79.7%

足部

121

48.2%

頭、肩、頸

101

40.2%

其他

17

6.8%

(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n

n
n

1.2 性別
女性受訪者佔多數，有 149 人(59.4%)。
1.3 年齡
受訪者年齡介乎25至65歲或以上，其中佔最多數的為「40至44」歲，有61人(25%)；
其次有45人 (18.4%)為「35至39歲」，及有37人 (15.2%)為「45至49歲」。可見從事
這個行業的多為中年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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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4

圖 1、受訪者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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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受訪者教育程度
n 有超過50% (125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初中」，有 70人 (28.8%)的教育程度
為「高中」，有30人 (12.3%)的教育程度為「小學或以下」。
n=243

圖 2、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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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1.5
n

年資
受訪者的平均年資為 5.08 年，而 116 名受訪者 (48.1%)有 1 至 3 年的工作年資。
表 2、受訪者年資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n=241
最長
30

年資

人數

人數

人數

50

最短
1

平均數
5.08

標準差
4.33

圖 3、受訪者年資分佈圖

116
65

1-3年

4-6年

23

23

14

7-9年

10-12年

13年或以上

年資

14

2

培訓及預防筋肌勞損教育情況
2.1 曾接受過的培訓模式
n
只有119名受訪者 (47.4%) 表示入職前有接受過培訓，即有 132人 (52.6%)於入
職前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培訓；
n
入職前無論有否接受培訓者，都會在入職後接受不同形式的培訓。
n
數據分析顯示有97名受訪者(38.6%)會在入職後跟師傅學習，有68名受訪者
(27.1%)會在在職時利用自己私人時間修讀相關課程。入職後最主要學習的途徑是
以跟師傅制為主。
n=251

表 3、受訪者曾接受的培訓模式的分佈
人數

佔總人數百分比

入職前已接受培訓

119

47.4%

在職時接受公司提供的進修課程

45

17.9%

在職時利用自己時間修讀相關課程

68

27.1%

入職後，跟師傅學習

97

38.6%

(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2.2 培訓內容的預防勞損教育
n 在曾經接受過任何形式培訓的受訪者當中，有 99 名(46.7%)受訪者表示培訓內
容沒有提及自我預防筋肌勞損的方法。
n

表示「培訓內容有提及自我預防筋肌勞損方法」的受訪者會再舉出一至兩個在
培訓時有教授的預防方法的例子。整理各受訪者答案之後，分類結果如下：
表 4、培訓內容有教授的預防筋肌方法

n=113

(受訪者可回答多於一項)

人數
1.

改善體能
。 伸展運動 (包括八段錦，太極，瑜珈)
。 強化體能運動
2. 自我保健
。 自我/ 找別人推拿及按摩
。 熱敷(浸藥/ 鹽水)
3. 改善工序
。 正確工作姿勢/姿勢交替
。 休息

108

16

34

15

2.3 個人預防筋肌勞損方法
n 在 251 位受訪者當中，只有一位表示平日沒有使用任何個人預防勞損方法。
n 受訪者中有 192 人(76.5%)表示會以「找其他推拿師/ 按摩師替自己推拿及按摩」
作個人預防勞損方法，另外有 169 人(67.3%)表示會「做伸展運動」，及有 145
人(57.7%)表示會「自己替自己按摩」作預防。
表 5、受訪者平日所採用的個人預防筋肌勞損的方法

n=251
人數

佔總人數百分比

每次按摩之間需要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87

34.7%

做伸展運動

169

67.3%

做其他運動( 如跑步、遊泳、練習太極或瑜伽)

91

36.3%

自己替自己按摩

145

57.8%

找其他推拿師/ 按摩師替自己推拿/ 按摩

192

76.5%

其他

15

6.0%

(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3 受訪者日常工作分析
3.1
受訪者工作場所
n 有97名受訪者 (38.8%)表示他們於「推拿及按摩專門店」工作，有69人 (27.6%)表示
他們的工作地點不定，是以「跑場」2或上門形式工作，有33人 (13.2%)表示在「美
容院」工作。
表6：受訪者工作場所

n=250
人數

百份比

推拿或按摩專門店

97

38.8%

註冊中醫醫館

23

9.2%

按摩院/浴室

12

4.8%

註冊物理治療師診所

3

1.2%

美容院

33

13.2%

不定(以跑場或上門形式工作)

69

27.6%

其他

13

5.2%

3.2 聘用形式及薪酬計算
n 近70%的受訪者(173人)都是自僱人士，只有44人 (17.7%)是全職受僱，29人
(11.6%)是兼職。圖 4、受訪者聘用形式
n=249
臨時工
1.2%

兼職
11.6%

長工
17.7%

自僱
69.5%

2

「跑場」指沒有特定的工作地點，推拿/按摩師可能同時在幾個不同的場所工作，只要場所接到指定要
該推拿/按摩師傅服務的客人，師傅就會到場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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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超過70%的受訪者(183人)都是以「拆帳」3形式計算薪酬，其次有33人(13.7%)為「底薪
加佣金」及15人 (6.2%)為「時薪」
。可見這個行業的從業員大都是「多勞多得」
，越做得多
薪金就越豐厚。
圖 5 、受訪者薪酬計算
n=241
時薪
6.2%

固定月薪 其他
1.2%
2.9%

底薪加佣金
13.7%

折帳
75.9%

3.3 每日工作時間
n 於繁忙日子中，受訪者平均每天工作時數是 9.64 小時，而最長工時是 20 小時。
n 資料亦顯示有超過 50%(129 人)的受訪者表示繁忙時間平均每天工作時數為「9-12
小時 」，更有 41 人(16.3%)表示工作時數超過 13 小時。
表7、受訪者繁忙日子每日平均工作時數
閒日平均工作時數
繁忙日子平均工作時數

最多
15
20

n=251
最少
1
1

平均數
7.03
9.64

標準差
2.52
2.83

圖 6、繁忙日子每日平均工作時數分佈
129

140
120

人數

100

74

80
60

41

40
20

7

0
1-4 小時

5-8 小時

9-12 小時

13 小時或以 上

小時

3

客人付費後，推拿/按摩師通常會即時跟工作場所負責人「分帳」，視乎推拿/按摩師的經驗及資歷，拆
帳比例會有改變，一般拆帳比例為「二/ 八」，「三/ 七」
，推拿/按摩師傅佔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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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平均每個客人需要推拿及按摩的時間
有111名受訪者 (44.2%)需要為客人連續進行「61至90分鐘」的推拿及按摩，其次有
92人(36.7%)需要進行「31至60分鐘」的推拿及按摩，但亦有36名受訪者(14.4%)表示
要進行91分鐘或以上的按摩。

n

n=251

圖 7、繁忙日子平均每個客人需要推拿及按摩的時間

91-120分鐘
12.4%

121分鐘或以上
2.0%

0-30分鐘
4.8%
31-60分鐘
36.7%

61-90分鐘
44.2%

3.4 服務客人數目
n 於繁忙日子，推拿及按摩師平均每天要接觸 6.6 名客人。
n 由下圖所顯示，有 107 名受訪者 (42.6%)表示他們每天要接觸 7-9 名客人，其次有
98 人要接觸 4-6 名客人 (39%)，但亦有 32 位受訪者(12.7%) 表示他們每天需要接觸
9 名或以上的客人。
表 8、受訪者繁忙日子接觸客人平均數目

閒日接觸客人平均數目
繁忙日子接觸客人平均數目

最多
10
16

最少
1
1

平均數
4.29
6.60

標準差
1.79
2.15

人數

圖 8、繁忙日子接觸客人平均數目分佈
120
100
80
60
40
20
0

n=251
107

98

32
14
1-3人

4-6人

7-9人

9人或以上

客人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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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3.5 休息時間
在服務完一位客人之後，一般情況下推拿及按摩師會先招呼客人離開，然後清理收
拾一下場所及用具，並預備迎接下一位客人。
於繁忙日子，客與客之間的平均休息時間為10.29分鐘，最多受訪者 (71人，28%)
表示他們有6-10分鐘的休息時間，但卻有52人 (21%)受訪者表示完全沒有休息時
間。
表9、繁忙日子，客與客之間平均休息時間
最多
60

繁忙日子，客與客之間平均休息時間

最少
0

平均數
10.29

圖 9、繁忙日子，客與客之間平均休息時間分佈圖

人數

n=251

71

80
60

標準差
10.2

52

45

37

40

29
17

20
0
0分鐘

1-5分鐘

6-10分鐘

11-15分鐘

15-20分鐘

20分鐘或以上

休息時間

3.6 配套設備(例如按摩床/ 椅)的使用
n 根據工作性質的不同 (例如全身推拿、足部按摩)，受訪者可能只會使用按摩床讓
客人躺臥，或只會自己坐在椅子上替客人推拿及按摩，或以上兩者都有使用；
n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所使用的按摩床 (78.7%)或自己坐的椅子(69.4%)都是
不能調節高度的。不符合人體工效學的配套設備，會使推拿及按摩師以不合適的姿
勢工作，增加勞損的機會。
表10、配套設備(例如按摩床/ 椅)的調節性
可以自行調節高度的床 (n= 216)
可以自行調節高度的椅子 (n=144)

有使用
46 (21.3%)
44 (30.6%)

沒有使用
170 (78.7%)
100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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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性筋肌勞損狀況和治療

4.1. 出現勞損的部位
n 超過 90%(236 人)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身體至少有一個部位感到痛楚；只有
15 人表示完全沒有痛症出現。減去在任職推拿及按摩從業員一職之前已經開始出
現痛症(40 人)，以及從未有過痛症的受訪者 (15 人)，這個部份分析的基數為 196
人。
n 下表列出首 5 個因工作而出現勞損的身體部位。有 85 名受訪者(43.4%)表示有腰背
痛，其次有 84 人(42.9%)表示有肩膊痛，有 48 人(24.5%)有手指痛，40 人(20.4%)有
手掌/ 手腕痛，以及 33 人(16.8%)有頸椎痛。
表 11、 受訪者出現勞損的部位(首 5 個身體部位)
有不適人數
腰背
85
肩膊
84
手指
48
手掌/ 手腕
40
頸椎
33
(受訪者最多可回答最痛的兩個部位)

佔總數百分比
43.4%
42.9%
24.5%
20.4%
16.8%

4.2 勞損影響生活之總時間
根據每個表示有痛症的部位，受訪者再會回答此痛症在過去一年影響的總時間。
有 132 人次(42%)表示其中一個痛症在過去一年的影響總時間為「一個月或以上」。
圖 10、勞損影響生活之總時間分佈圖

140
100

n=316

118

120
人數

n
n

n=196

92

92

80
60
40

14

20
0
一星期以下

一星期至一個月

一個月或以上

每日

時間

20

4.3 勞損對工作/ 閒餘活動/ 家務的影響
n 有痛症的受訪者需回答此痛症在過去一年曾否使他們減少工作、閒餘活動、家務活
動。
n 有近 40%(115 人)受訪者表示勞損會減少他們的工作，有超過 40%(128 人)的受訪者
表示因勞損而減少閒餘活動，而超過 30% (105 人)的受訪者亦表示勞損會減少他們
的家務活動，可見身體痛症對工作及日常生活有著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表 12、 勞損對受訪者工作/ 閒餘活動/ 家務的影響
勞損曾使你減少以下活動
(人次)
工作
閒餘活動
家務活動

佔總人次百分比

115
128
105

36.4%
40.8%
33.4%

4.4
自行處理勞損方法
n 有76% (149人)的受訪者表示會找其他人幫自己推拿及按摩去舒緩自己的勞損，佔
了大多數，而分別有52% (102人)及47% (93人)的受訪者會以「休息」及「減輕工作
量」去自行處理勞損。
表13、受訪者自我處理勞損方法

n=251
人數

佔總人數百分比

減輕工作量

93

47.4%

休息

102

52.0%

睇跌打

20

10.2%

浸藥酒

50

25.5%

找其他人幫自己推拿/ 按摩

149

76.0%

冷敷/ 熱敷

63

32.1%

貼鎮痛膠布

66

33.7%

食止痛藥 (成藥)

39

19.9%

其他

6

3.1%

(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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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因勞損而尋求專業醫護人員的協助及請病假的情況
n 縱使大部份受訪 (78%)都表示因工作而導致身體有一個或以上的痛症，而平均超過
30%的受訪者都表示痛症會影響工作、閒餘活動及家務活動，分析卻顯示只有24.6%
(48人)的受訪者會因勞損而向註冊醫生、物理治療師或相關醫護人員求醫。
n

除此之外，亦只有不足25人(13%)表示曾因為肌肉骨骼不適而到勞工處的職業健康
診所求醫。

n

在所有表示有痛症的受訪者中，有近80% (153人)表示於過去一年未有因痛症而請
假；而在曾經請假者當中，有31人 (16%)所請的是無薪病假。
圖11、過去一年內，受訪者否因勞損而請病假
無薪病假
16%

n= 196

有薪病假
4%

工傷病假
3%

沒有
77%

4.6 自我認為的勞損成因
n 根據下列數據所顯示，有122名受訪者 (62.2%) 自我認為「推拿及按摩時需用力施
加力度」是導致他們勞損的原因，其次有111人(56.6%)認為是「經常彎腰」及 108
人(55.1%)認為是「推拿及按摩時的重複性動作」。
表 14、受訪者自我認為的勞損成因

n=196
人數

佔總人數百分比

經常站著

100

51.0%

經常坐著

62

31.6%

經常彎腰

111

56.6%

經常低頭

96

49.0%

推拿/ 按摩時的重複性動作

108

55.1%

推拿/ 按摩時採用不適當動作

54

27.6%

推拿/ 按摩時需用力施加力度

122

62.2%

設備不能能配合身型

47

24.0%

其他

5

2.6%

(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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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職從業員深入訪談
在完成問卷調查資料的總結和分析後，如前所述，94%的受訪者指出因工作而出現肌肉
不適的情況，不適的情況主要集中在腰背(26.6%)、肩膊(26.3%)及手指(15%)；是次研究
証實了該行業存在了造成筋肌勞損的工作危害因素。
人-工作-環境三者互動往往為工作勞損的成因 (余德新，2001)。現代工作的性質和操作
的要求，往往沒有照顧到人體構造和生理特性，人的身體並不適宜長時間處於同一體
位，固定的工作體位，特別是不自然的工作體位，會使身體某些肌肉，長時間處於緊張
及收縮的狀態，阻礙肌肉及鄰近組織之血液循環，做成損害。在工作過程中，檯椅高度
的不配合，往往是做成不自然體位的因素。而在推拿及按摩過程中，如果推拿及按摩床
不能配合從業員，從業員未能以最自然的方法工作，即使有良好的技術，長時間如此，
亦會對從業員的肌肉帶來傷害。
為了進一步了解推拿及按摩行業狀況、引致職業性勞損的成因及探討如何有效預防勞
損，該研究嘗試從人-工作-環境三者互動方向，以不同的渠道，聯絡了下表來自推拿
及按摩的 6 位從業員，以不記名形式進行訪談。每位從業員接受訪問時間平均為 90 分
鐘，並在受訪者同意下進行錄音以做紀錄。
成功同意接受訪談的 6 位在職的從業員，有 2 位為推拿師、1 位為足底按摩師、1 位為
美容按摩師、1 位為推拿和按摩師及 1 位為全身及足底按摩師。情況簡介如下表：
職稱

個案編號
001

推拿師

性別
女

年齡
40-44 歲

年資
5 年半

肌肉不適的情況
n
n

002

推拿師
按摩師

女

45-49 歲

6年

n
n

003

美容按摩師
足底按摩師4

女

40-44 歲

近 20 年

n
n
n

004

推拿師

男

70-74 歲

約 30 年

n

005

足底按摩
全身按摩

男

40-44 歲

約2年

n

n
006

全身按摩
足底按摩

4

女

35-39 歲

約2年

n

入行初期因曾從事足底按摩師，姆指、手指及
手腕等部份經常感到不適，需要減少工作量；
兩年前轉至從事全身推拿師，不適情況因工時
減少及休息時間增加了，有很大的改善。
年資高於平均數 5 年，以前沒有勞損情況；
09 年 1 月因向一個較肥胖的客人做推拿弄傷
了自己的大姆指。
大姆指、食指和中指、肩膊、腰背每日都感到
不適，手部不能舉重物；
天氣變化及客人數目增加，痛楚會加劇；
右手的手指很硬、未能伸直；工作期間大姆指
及手指有時會感到很痛。
有良好生活習慣及定時做運動、不斷進修專業
課程，未試過有肌肉不適的情況。
大姆指和手腕在入職後半年時常常很痛，如果
連著兩個客沒有休息時間會更痛，感到很麻
痺；
有時，在家中吃飯時，如果長握著筷子時，前
臂會感到麻痺。
腰和肩在過去一年常感不適，並影響了工作和
生活，曾因肌肉不適需要請無薪病假。

該位案主以酒店跑場形式受僱於提供各種上門按摩服務公司，主要向遊客提供美容按摩，兼做足底按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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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個人角度
1. 良好生活習慣及定時適量的保健運動能有效預防勞損
在深入個案訪談過程中，發現大部份的受訪者未能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缺乏定期適量
的運動；而能夠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定期適量的運動是能夠從個人角度來有效地預防
職業性勞損。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4
“我做咗 30 幾年，除咗自已滑倒，都未試過有痛。但我見過有同行試過成個膊
頭唔郁得﹗我平時會早睡早起、以前有去公園打氣功，每日打 45 分鐘；打氣功
就打咗 20 幾年、依家就因為冇地方打，所以就改為每晚在山邊散步 45 分鐘，
如果冇去散步，我就會自我按摩下﹗”
2. 痛楚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部份的個案受訪者表示工作期間痛楚會影響他們，他們要改變手法來舒緩當下的痛楚及
減少工作量來進行休息；另一方面，他們在家中需要進行家務，而手部的痛楚使他們在
舉起重物時亦感到痛楚。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2
“今年 1 月唔知點解，隻右手大姆指赤赤地痛，尤其是幫人按嘅時候有啲痛，
我都會試下在替客按摩時，用不同手法或者用手肘替個客人按摩，遲地會試下
減少地客，休息多啲，等自已隻大姆指冇咁痛。”
003
“呢幾年，啲膊頭位、上背後面及大姆指喺最痛、食指和中指就成日都好酸痛。
有時隻手痛到拎唔到啲重野；差唔多每日都會感到赤赤痛；啲客多時，會仲痛。
如果可以，會俾自己爭取多啲時間休息。天氣變壞或者打風，個膊頭，地筋會
扯著痛。之前差唔多日日啲手指會痛。您睇下我啲手指都硬晒﹗”

3.

大部份受訪者甚少因勞損求醫而是以不同方法來克服或舒緩不適
在接受個案訪談的 6 位受訪者，大部份雖有不同程度肌肉不適的情況及入行至少兩年，
卻從沒有向勞工處屬下的職業健康診所或者任何一間醫管局屬下診所或私家診所尋求
醫治的紀錄，但有部份會去睇跌打，或者會到另外一間推拿或按摩專門店找師傅替他們
進行推拿或按摩，以舒緩自已的痛楚。對於大部份個案受訪者來說，他們認為睇專科醫
生費用較為昂貴，亦可能因為他們是行業從業員，傾向相信全身推拿及按摩能夠較為全
面地幫他們舒緩不適情況。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3

006

“我從來未睇過醫生，我做咗咁多年，做到啲手指都硬晒，但我從未睇過醫
生。有時遇到天氣變時或者啲客真喺好密時，個排會好痛﹗我唯有借住啲休
息時間幫自己按摩下。返到屋企，浸下盐水或著藥酒。有時都會揾返自已啲
朋友或者以前上堂啲同學仔幫自已做下全身按摩。”
“我地呢行好少話因為勞損去睇醫生，地專科醫生好貴、物理治療要排期。
我地會去其它場揾返啲行家幫自已按摩吓；但喺我地好少話俾佢知自已喺邊
個，驚佢唔幫自已做； 真係好痛時，唯有去睇下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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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作設計
4. 旺季期間客人多, 從業員缺乏休息時間易感疲倦
無論是推拿或是按摩從業員，都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從業員在淡季閑日時，平均一天約
為 4-5 個客人；而在旺季時，平均為 7-9 個客人，有時一些在按摩專門店工作的足底按
摩師於繁忙日子內試過一天有 16 個客人，形成從業員在客人和客人之間沒有時間休
息，從業員感到疲憊，甚至有時手部或肩膀會感到麻痺。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1

“如果冇小休時間個人會好倦、好想睡覺，個頭會痛及隻手好酸。”

003

“如果冇得休息會好慘，我試過有幾次一路做、一路感到好暈，差啲暈低咗﹗
我唯有話俾自已知，要頂住要頂住，有時可能停低一陣，再做﹗”
“忙起上來，都冇休息。感覺會好倦，個膊頭好酸、啲手指赤赤地痛，手腕
痺痺地，唯有轉下手法﹗”

005

5. 工時過長，從業員缺乏充足睡眠及時間做運動
該調查研究數字顯示，有 16.3%的受訪者在繁忙時期每天工時為 13 小時或以上；這一
點和個案訪談者交流中得到回應，大部份的受訪者在繁忙時期，每天工時基本上超過
12 小時；即使非繁忙時間，有部份受訪者亦指出他們工作時間每天為 12 小時，需輪班。
大部份個案訪談者表示回家後已深夜或零晨回家，身心均感疲憊，對他們來說，能夠有
時間睡覺已很重要，很少回家後會定時進行各種保健運動。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3

005

“自已有時又睡得不好，自已有時好緊張，24 小時等人 call、睡睡吓又俾人吵
醒，唔夠睡；我地做酒店跑場，一般是愈夜愈精彩。所以我地開工時間一般
要到中午 12 點後，有時要做到夜晚 11 點，有時會仲夜，可能要一兩點先返
到屋企。”
“我以前個份工，每天睡 7-8 個鐘，但係依家一日都只係睡 3-4 個小時。我地
公司只會安排啲年資深嘅人返中更，基本上中更會有更多客，因為啲客在零
晨 12 點都冇乜，中更是下午 1 點至零晨 12 點。我比較鐘意返呢個更。但係冇
得揀，我依家返夜更，下午 4 點返到零晨 3 點。返到屋企已經很倦；中午起
身還要買菜煮飯，帶飯返公司吃，慳返啲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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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工作環境
6. 工作空間狹小
香港現行並沒有對推拿和按摩的工作間有規範性之要求。部份接受個案訪談者以跑場形
式受僱，工作間的大小有機會每次不同；而部份受僱於指定全身推拿或全身按摩專門店
的個案訪談者的工作間亦顯狹小，若再擺放推拿或按摩床，對於從業員來說，缺乏舒適
的工作的空間，難以轉換不同的推拿或者按摩手法或者借力。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1

“我依家推拿間房只喺有 50-60 呎，里面又擺了三張櫈，根本只有好少空間郁
動、初頭都覺得好不習慣，張床又唔郁得，要成日就個客、個客肥地，我都
好難發力。”

7. 缺乏可調較的推拿及按摩床
在個案訪談時發現只有 1 位受訪者的工作場所具有可升降及調整的推拿和按摩床，而這
位受訪者除了在工作時，具有良好的配套設備，亦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及配合定時的保健
運動，故入職 30 年，沒有出現職業性肌肉不適的情況。但另位五位個案受訪者均指出
他們的僱主或者提供服務的地方，未能有良好的配套來支持他們的工作。
訪談摘要
個案編號
001
003

006

如果張床可以調得高啲，到我手腕嘅地方，我便唔駛成日借條腰力及手肘位，
可以平均用下全身的力來推拿。”
“有時去酒店幫手做美容按摩，根本就冇啲適合嘅櫈坐著做，有時要用枕頭
或者用地雜誌來頂高張櫈，就張床及個客，條腰好辛苦；張床又唔硬、唔夠
啲按摩床實正，啲床又低唔配合自己的高度，射卸啲力(指張床唔可以用以來
借力)有時我甚至要用酒店里面啲垃圾桶倒轉坐或者坐係張床度幫個客做﹗”
“我個人較為矮，張床又高又唔可以調升吓；如果遇到啲外國遊客，佢地大
隻啲，我要成日提高個膊頭及腳踭來頂高自已就返張床高度，覺得好不舒
服﹗”

8.

行業內僱傭身份有爭議
接受個案訪談者，雖然有部份為自僱人士，但亦有部份受訪者有固定工作時間、按僱主
指示在推拿或按摩專門店內工作，有底薪另加分賬，惜該兩位個案受訪者的僱主沒有購
買勞保，因為在他們的僱主眼中，他們被稱為自僱人士，我們稱這種情況為“假自僱”。
換言之，當從業員因受僱身份備受爭議時，如果因工作出現筋肌勞損的情況較為嚴重，
需要進行治療及康復的話，是不能取得相關工傷病假津貼、定額醫療費用及工傷補償
等。部份個案受訪者希望能夠被視為僱員身份。
個案編號
訪談摘要
001

005

“我以前係僱員，福利好啲、又有勞保；依家則為自僱者，我沒年假、沒勞
保及強積金，我都有試過問依家老板；老板話您地呢行個個都喺自僱，我又
唔想同佢爭；我依家返工時間好啲，又可以在早上做下家務，所以，都要忍
下做住先﹗”
“我梗係希望我是僱員，有多啲福利﹗我以前做打金時都係員工。入行之後，
我做咗幾個按摩場；大部份都喺拆賬，但會有簽約，約裏面要求我如果離開
公司不可以在一年內在同一區的其它按摩店工作。我公司依家都冇買強積金
及勞保﹗年初一放假沒錢、一個星期放一日都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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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討

論

綜合了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工作流程分析、問卷調查、從業員個案深入訪談三方面的
結果及參考國際專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對報告重點作出下列討論，藉此引起各界對推
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問題的關注。
1.

推拿及按摩專業培訓不足

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新加坡等國家的按摩治療師、內地的推拿及按摩師及台灣的視
障按摩師都需要取得一定的專業資格及通過相關的考試才可以進入該行業，而專業培
訓內容包括了各種正確的按摩手法、病理學、人體構造及預防職業性肌肉勞損等內容
(American Massage Therapy Association, 2009)。
然而，香港現階段並沒有就推拿和按摩從業員設定任何入行前的專業資格要求，而在
收回的 251 份有效問卷中，有 53%的受訪者表示在入職前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培
訓。另外，根據受訪者所列舉曾經接受過的培訓課程名稱，亦不難發現這些培訓課程
的專業程度十分參差，有受訪者表示曾接受大學舉辦為期一年的文憑課程，亦有受訪
者接受過只有幾個月的推拿及按摩短期課程。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水平不一的情況令
人擔心，部份從業員因未受過足夠培訓，在工作過程中可能會錯誤運用手法及技巧，
對肌肉帶來傷害而不自知。
2.

培訓課程沒有教導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方法

根據加拿大學者 Albert et al. (2008)對加拿大按摩治療師的研究顯示，有 87%的受訪者
在學校或者培訓機構接受培訓時，都曾受過預防肌肉受傷的培訓。但是，是次調查顯
示的結果卻與國際認可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46.7%的受訪者及部份接受個案訪談者指出，他們在入職前雖有接受過推拿及按摩的
專業培訓，但在課程內容並沒有教授他們如何預防職業性勞損，可見職業性勞損預防
教育並不普及。
在查閱了部份培訓機構的教材後，亦發現教材多著重解說推拿及按摩的手法技巧，卻
沒有系統性地加入預防勞損方法。教材內雖設「職業健康安全」單元，卻沒有仔細介
紹對從業員健康影響較大的筋肌勞損的成因及預防手法，相反用了不少篇幅講解一般
性的職安健要點，例如防火及安全用電的重要。而一些針對預防筋肌勞損的篇幅，則
會被編排於學習推拿或者按摩理論及手法的單元內，但當中亦甚少提及筋肌勞損的成
因、徵狀及各種有效預防方法等。教材內容似乎沒有把能有效預防勞損的指引統一化。
現行推行職業健康機構雖有為在職的推拿及按摩從業員提供工作勞損預防的課程，但
維期兩天的課程內容卻傾向於職安健法規的教授。這對從業員來說並不吸引。透過個
案訪談深入了解後，知道到從業員在一天繁忙工作後已甚感疲憊，假期對他們來說是
和家人共聚天倫的寶貴時間，亦較難抽出兩天時間另行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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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部份從業員為女性及傾向於中年轉行者為多

澳洲學者 Minasny 及 Rosa (2008) 對澳洲按摩治療師進行的研究顯示，大部份進入該
行業的從業員是在中年之後才轉行，有 27%受訪者年齡在 41 至 50 歲之間；有 23%的
受訪者年齡是大於 50 歲；加拿大的情況略有不同，加拿大學者 Albert et al. (2008)對
加拿大按摩治療師的研究顯示有 80%的受訪者的年齡是在 20 至 40 歲之間，有年輕化
趨勢。而以上所提的兩個研究均指出從業員以女性較多，佔受訪者總數 80%。
在是次研究中，年齡界乎 35 歲至 50 歲的受訪者佔 56.9%，而在 50 至 60 歲之間的約
佔 16%。有 51%的受訪者學歷為初中程度。女性受訪者亦佔較高比例，有 59%。所有
受訪者的平均年資為 5.08 年，而年資為 1 至 3 年者佔總數 48%。以上數據暗示不少推
拿及按摩從業員在近三年才投身此行業，而新入職者大都為學歷偏低之中年人士，並
以女性為主。這情況和接受個案訪談者反映的情況相似。
部份個案訪談者指出他們對香港推拿及按摩業的發展樂觀，而他們大都是在入行前從
事其它工作，因為香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加入較沒有學歷要求、但收入尚算可以的推
拿及按摩行業。當大部份的從業員視該行業為他們未來的發展及家庭收入來源，他們
將更需要做好預防勞損的準備。尤其是當中年女性投身這個行業，這行業需要高度的
體力透度，而部份肌肉受傷的女性可能在體能上及的復原能力上不及年輕人高，工作
時就更要加倍留意身體狀況，避免因工作過勞而受傷。
4.
繁忙時期工時長、缺乏充足的休息時間
Albert et al. (2008)的研究顯示有 40%的受訪者每星期工作時間為 30-40 小時之間，有
30%受訪者每星期工作時間為 20-30 小時之間。相比起加拿大從業員，香港推拿及按
摩從業員的工時便顯得較長。
香港的推拿及按摩行業為服務性行業，工作時間相對不穩定；在淡季時客人會較少，
但在旺季時就會變得很忙碌。是次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閒日時每日平均工時為 7 小
時，一星期工時約為 35 至 42 小時；繁忙日子的平均工時約為 10 小時，一星期工時
約為 50 至 60 小時。大部份接受個案訪談的人士表示，他們一星期要工作 6 天，故工
時可能會長至每星期 60 小時或者以上。分析結果亦顯示，有近 55%受訪者表示他們
在繁忙日子裡要向 7 個或以上的客人提供推拿及按摩服務，更有受訪者表示於繁忙日
子需向 16 位客人提供按摩服務。另外，亦有 58.6%的受訪者表示平均每個客人需要推
拿或按摩 1 小時或以上。工時過長在此行業似乎甚為普遍，主要原因可能和他們大部
份沒有底薪，而是以拆賬形式獲取薪酬有關，一般維持在三七或四六分賬的水平。這
種收入計算形式促使從業員需要達致某一定的顧客服務數量才能維持基本收入。但工
時過長有機會令從業員過度消耗體力及缺乏休息，因此可能直接導致及加劇肌肉勞損
情況。
再者，是次研究發現，在繁忙日子裡從業員在客人與客人之間缺乏充足的休息時間，
有近 21%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休息時間，而接近 70%受訪者指出在客人和客人之間的小
休時間為 10 分鐘或者以下。個案訪談的受訪者亦指出若他們在工作中沒有休息時間，
他們的雙手及手指就會感到麻痺，甚至有赤痛的感覺。
5.
工作配套設備不完善及工作空間過於狹窄
無論是從研究結果分析還是從個案訪談者的分享中，可以看到香港推拿及按摩專門店
或者營業場地都缺乏良好的工作配套設備，工作空間亦很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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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者 Jang, Chi, Tsauo 及 Wang (2006) 指出按摩治療師按摩時所需要運用的技巧
及工作平台的高度往往是造成腰背、肩膀及手腕不適的主要成因。是次研究顯示有
79%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使用可調整高度的推拿及按摩床，而大部份的個案訪談者指
出工作空間狹窄及缺乏可調較推拿及按摩床，使他們因常要遷就客人的身型及工作枱
高度，而未能自然及輕鬆地工作；工作時間長了，會使他們感到疲倦，亦有機會使他
們發力不正確，這對從業員的肌肉可能會帶來某程度上的傷害。
6.

94%受訪者出現職業性筋肌勞損的情況及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

是 次 研 究 顯示 受訪 者不 適的情 況主 要集中 在腰背(43.4%) 、肩 膊(42.9 %) 、 手指
(24.5%)、手掌/ 手腕 (20.4%) 和頸椎 (16.8%)的部位，這結果與過往文獻所記錄的亦
大致相同 (Albert et al., 2008; Greene & Goggins, 2006; Jang, Chi, Tsauo,& Wang, 2006;
Minasny & Rosa, 2008)。有超過 40%身體有不適的受訪者表示，這不適的情況在過去一
年影響他們的時間是超過 30 天或以上，有近 40%受訪者表示勞損會減少他們的工作，
而超過 30%的受訪者亦表示勞損會減少他們的家務活動，可見不適的情況已成為了長
期困擾他們的問題。 有部份接受個案訪談者表示，在繁忙日子裡缺乏休息時間會使
他們的不適情況更為嚴重，但為了生活及期望有穩定的收入的情況下5，不會以減少客
人數目及增加小休時間來減輕不適程度。
分別有62.2%的受訪者認為「推拿/ 按摩時需用力施加壓力」，56.6%認為「經常彎腰」
及有55.1%認為「推拿/ 按摩時的重複性動作」是引致他們勞損的原因。如前所述，有
79%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使用可調整高度的推拿及按摩床，這可能是促使他們在進行
全身推拿及按摩工作中未能靈活地調較工作平台，而要以自己彎腰向前傾、以手腕及
手指施加壓力來配合推拿及按摩動作有關，調查結果亦顯示出現痛症地方主要集中在
腰背、肩膊、手指和手腕。
7.

超過七成受訪者不會因肌肉不適而求診

有 75.4%的受訪者不會因為工作導致的勞損而向註冊醫生、物理治療師或相關醫護人
員求醫，而傾向於找其他人幫自己推拿及按摩去舒緩自己不適的情況；亦有個案訪談
者表示在出現痛楚時，他們會看跌打醫生或者以浸藥酒來減輕痛楚。透過個案的訪
談，我們了解到這種獨特克服痛楚的方法背後的原因：普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對推拿
及按摩治療的成效都甚有信心，他們認為推拿及按摩能有效幫助治療筋肌勞損及舒緩
痛楚；而同行好友或同事之間於空檔時互相進行推拿及按摩，亦是較為省錢的治療方
法。
此研究調查結果和美國的研究相似。美國 Greene 及 Goggins (2006)指出按摩治療師出
現肌肉不適的情況後，有 80%的受訪者會尋找另一位治療師的按摩，以舒緩不適的情
況。雖然數據上的分析結果相似，但是，美國的按摩治療師是需要接受修讀指定不少
於 500 小時課程及通過評核試後才能註冊成為按摩治療師，從整體的要求來說，其專
業性較強。
8.

受訪者多為自僱人士

調查結果和個案訪談資料顯示，受訪者有 69.5%為自僱人士，這和美國的情況相似。
美國在 2005 年有 10500 位註冊按摩治療師，只有 1%為受僱人士。

5

該行業自僱情況普遍，收入是建基在拆賬基礎上；客人數目越多、所得的拆賬收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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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有部份推拿及按摩行業從業員喜歡較為自由的工作性質，例如跑場的女性從
業員，他們可以在工作時間上作出彈性安排，使自己有較多時間照顧家庭。但是，在
個案訪談過程中，亦發現有不少推拿或者按摩專門店的僱主，並沒有按法定要求替受
僱的從業員購買強積金、勞保及提供任何醫療福利計劃，而隱藏的自僱「行規」則成
為了主要的理由。這亦可能促使從業員即使出現了筋肌勞損情況而不求診，而是尋求
同行幫助按摩或者以浸藥酒方式來舒緩痛楚的現象；不過，這種情況只是短暫解決勞
損痛楚的方法，有可能會使痛症因不能及時得到治療而惡化。因此，如何全面地保障
從業員的職業健康、使他們在行業中得到長遠發展顯得更為重要。

九、

改善建議

如前所述，肌肉勞損的主要成因是因人-工作-環境三者未能有良好的互動而造成的，
如何改善三者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將成為有效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的方向。故此，綜
合上述各重點討論，謹從從業員個人培訓和意識的提高、工作內容及工作環境的改善
等方面提出下列建議，以此拋磚引玉，期望各界就推拿和按摩從業員的職業健康加以
關注之餘，共同合作，全面推展有效預防勞損的實際行動。

全面改善有賴『良好的工作設計、環境及設備』的提供
推拿和按摩從業員掌握專業知識和推拿及按摩的手法後，預防的意識亦會相對提高，
但若工時過長、休息時間不足及缺乏良好的配套設備，亦難以有效預防職業性筋肌勞
損。

1.

需要有適當的工作時間及有充足的小休時間

根據美國的調查顯示，若按摩治療師在客人與客人進行按摩之間能夠有充足的小休時
間，將會有效地舒緩肌肉不適的情況，並有建議小休時間應不少於 15 分鐘 (詳見附
件)。因此，若本地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工作現況要得到改善，顧客及聘請推拿及按
摩從業員的企業負責人要相互配合。
顧客可以以提早預約的形式來預訂相關服務，從業員應適當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及休息
時間以避免過勞狀況，而企業負責人亦需要賦予從業員在安排客人數量方面的自由
度，或者在安排從業員每天工作量時，要考慮到從業員需要充足的休息時間，盡量給
予他們在客與客之間有不少於 15 分鐘的小休時間；
再者，政府當局在推行最低工資及最長工時制度時，亦需考慮服務性行業從業員的工
作特性，將自僱人士在這方面的保障亦包括在內，以保障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能夠有穩
定收入、有適當工時及獲得充足的休息。

2.

添置良好的工作設備及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

是次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所使用的按摩床是不能移動及調節高度的，而有過
往研究曾指出不配合身型高度的按摩床會增加按摩從業員患上筋肌勞損的機會。另
外，外國學者亦指出，一個滿意的推拿及按摩工作空間應為 14 呎乘 9 呎，共為 126
呎，才能使按摩治療師有足夠的空間工作 ( Greene, 2007)。香港寸金尺土，如要達致
這工作空間的要求有一定難度。故此，建議政府及有關機構可以將『中小型企業職安
健資助計劃』推廣至按摩和推拿行業，協助領取商業登記的機構負責人可以聘用專業
顧問進行工作風險評估，在工作空間大小及設計上按香港的實際情況給予專業意見，
並贊助企業經營者或者自僱人士購買符合人體功效、可做電動式調較的推拿及按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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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份資金。

全面改善亦有賴『人』的配合
3.
提升從業員的專業性
推拿及按摩行業員除了需要有專業的推拿及按摩技巧外，亦要對人體結構及有效預防
職業性勞損方法要有一定的認識。再者，本港推拿及按摩業入行者大部份為中年人士
及轉業者，提倡及保障職業健康對這班新入行者甚為重要。唯有健康的身體，才能長
遠地在此行業發展下去。
雖然在個案訪談過程中，了解到大部份受訪者並不抗拒入職前的強制性培訓，亦接受
入職後有類似內地的資歷認証制度的逐級提升的考試，但是有受訪者表示考慮到強制
性入職前培訓會對教育水平較低、年齡較高的失業者及期望加入推拿或按摩行業人士
帶來衝擊，故部份人士對此採取保留態度。
不過，從保障從業員及顧客的健康角度來說，我們建議政府以津貼形式來鼓勵失業人
士、或任何期望轉行從事推拿及按摩的人士，在入職前修讀由認可的教育機構提供的
培訓課程。同時，政府亦應考慮在培訓內容上分等級，從舒緩保健式的推拿及按摩課
程提升至治療性推拿及按摩課程，從而鼓勵入職後的從業員在取得舒緩式推拿和按摩
知識後，能夠於在職期間進修至更深層次的治療性推拿或按摩課程，學習正確推拿及
按摩的手法和姿勢，持續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

4.

提高預防勞損的意識、制定實用的預防勞損教育教材

如前所述，本港推拿及按摩的培訓課程未有把預防勞損的篇幅強制加入，而有近一半
受訪者亦表示培訓內容並未教授個人預防勞損方法。一方面，可看到培訓機構就教材
內容對預防職業性勞損這主題缺乏一致性的設計；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到政府對推動
從業員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的重視程度不足，沒有提供專業性的指引予相關的培訓機
構。
現時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預防勞損教育並不足夠，而有關當局所提供的工作勞損預
防的課程吸引性亦不夠強，因此，我們會建議在提升專業培訓內容時，亦需要在培訓
內容專設有一章節，教授從業員筋肌勞損的成因、徵狀、預防的方法和示範簡單實用
的保健運動。這不但能有效提高從業員對預防筋肌勞損的意識，簡單實用的預防方法
亦能幫助定時實踐及練習。除書面教材外，亦可隨課本附上一隻載有專為推拿和按摩
業從業員度身設計的伸展運動和八鍛錦教學光碟，讓從業員在課程結束後，能夠隨時
練習及運用。

5. 提升自我預防勞損意識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在個案訪談過程中，發現部份沒有出現肌肉不適或者筋肌勞損得到改善的受訪者，他
們有的共通點就是具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能夠定時每天做帶氧運動，及常常保持開朗
的心境工作。而根據美國專家 Greene 及 Goggins (Greene, 2001; 2005; 2007; Greene &
Goggins, 2008)的建議，按摩治療師的自我預防甚為重要，她亦曾提出不少建議去改善
從業員肌肉不適的情況。因此，此調查報告特別於附件引載了翻譯自 Greene 及 Goggins
向按摩治療師所提的預防建議，藉此和各從業員分享，提升自己在預防職業性肌肉不
適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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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僱現象普遍使從業員職業健康保障缺乏保障

如前所述，推拿及按摩業大部份從業員都為自僱人士，而香港的工傷保險制度並不將
自僱人士納入保障的範圍，故從業員無論是因為工作而引致職業病或者因工作而引致
意外，其病假、醫療費及相關補償是得不到保障。曾有勞工團體提出在香港建立中央
工傷保險制度，把自僱人士納列在內，成為受保障的對象；惜該討論至今約有 20 年，
仍未取得進展。對此，建議政府可以聆聽工會和相關專業勞工團體的意見，就如何保
障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健康進行直接的討論，例如可探討設立服務行業從業員職業
健康保障基金委員會的可能性，保障以非僱員身份工作的行業從業員。同時，亦可以
透過該基金進行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之推廣教育及向已出現勞損和有痛症之從業員
提供專業治療和復康服務。

十、研 究 限 制 和 總 結
本研究是採用參與式的行動研究方法進行分析，透過實際工作環境及工作流程的近距
離觀察、工會理事及會員的參與、問卷調查及在職從業員的個案訪談，就推拿及按摩
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為主題進行的初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了從業員獨特的受僱形
式、勞損的狀況及成因、從業員對預防教育及良好工作配套的需要性，這些初步的研
究結果，相信有助有關當局及機構於未來改善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性肌肉勞損狀況
提供了參考的作用，亦為整體行業就從業員職業健康調查踏出了第一步。
不過，在參考時有幾點需要留意。第一，由於在推拿及按摩工作流程時，有部份是會
涉及客人的私隱，故在工作流程分析時，未能提供相關照片，而只能做文字上的分析。
第二，限於工會所能發掘的渠道，主要集中在全身治療性推拿、全身按摩、美容按摩
及足底按摩為主，受訪者亦主要來自這幾方面的從業員，來自其它瘦身中心、物理治
療中心或者香薰治療中心的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受訪者較少，這有機會使工作環境評估
及在提出最終建議時，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研究開展前，未能取得全港推拿及從
業員官方統計數字及從業員的個人資料，未能進行有系統的抽樣調查；該研究是透過
工會理事及義務工作人員，以電訪及面對面的形式聯絡會員，來進行相關問卷調查，
故未能開展全港大型的問卷調查。希望政府當局或相關機構能夠為推拿及按摩從業人
員職業健康再作深入探討。
最後，冀盼有關政府部門、培訓機構及工會能夠在是次研究的初步結果上，於未來共
同開展推拿及按摩從業員預防職業性筋肌勞損的推動工作，亦冀盼從業員能建立良好
的生活習慣、提升自己的預防意識、擁有良好體格，才能夠持續在行業內工作及從經
驗累積和學習中不斷提升推拿及按摩技巧、嬴得口碑、賺取穩定收入和保障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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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附件：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調查報告記者會新聞稿
九成從業員患有勞損及超過 7 成患者沒有因勞損求醫
(2009 年 3 月 29 日)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工會)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工健)於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3 月共同進行的 “推拿及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調查報告”於今天公佈。工
會和工健期望各界能夠在參考是次調查結果後，從預防的角度，共同合作，改善推拿
及從業員面對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問題。
是次調查以在職的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為對象，由工會 32 位義工以電話及面對面形式
進行，回收了 280 份問卷，而當中的有效問卷為 251 份，有效率為 89.6%。在分析問
卷調查結果後，研究員亦訪問了 6 個在職推拿及按摩師，調查的綜合結果重點詳見報
告內第六部份：調查結果概要。
工時過長、缺乏預防的知識、充足的小休時間和良好的工作配套，成為了推拿及按摩
從業員出現職業性筋肌勞損的原因。在調查過程中，了解到行業內亦有不少從業員以
跑場形式成為自僱人士，促使從業員即使出現勞損，因僱主不提供勞保及醫療費用上
的支援，故亦較少求醫，情況令人擔心；故此，工會和工健提出下列建議：
1. 拓闊«僱員補償條例»關於職業性勞損的適用範圍及關注假自僱現象
如調查結果顯示，勞損情況主要集中在腰背和肩膊兩部位，但該兩部份並不受現行
«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不被視為職業病的範圍。故工會和工健建議拓闊«僱員補償
條例»關於職業性勞損的適用範圍，以保障不同行業從業員的職業健康。
透過深入個案訪談發現行內有不少僱主會以 “行規”為由，不替推拿及按摩師供強積金
及勞保，這亦促使部份推拿及按摩師在面對長期痛楚時，為減少支出，甚少求醫。謹
此促請政府相關部門關注相關情況。
此外，勞工處屬下的職業健康診所亦應該加強宣傳，主動和相關培訓機構合作，針對
性地向有意入職接受專業培訓的學員加強預防勞損的宣傳，並讓學員明白職業健康診
所在預防、診斷及治療職業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2. 拓闊『中小型企業職安健資助計劃』範圍為從業員添置良好的工作設備
建議政府及有關機構可以將『中小型企業職安健資助計劃』推廣至按摩和推拿行業，
協助領取商業登記的機構負責人可以聘用專業顧問進行工作風險評估，在工作空間大
小及設計上按香港的實際情況給予專業意見，並贊助企業經營者或者自僱人士購買符
合人體功效、可做電動式調較的推拿及按摩床之部份資金。
3. 制定實用的預防勞損教育教材
現時對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預防勞損教育並不足夠，而有關當局所提供的工作勞損預
防的課程吸引性亦不夠強，因此，我們會建議在提升專業培訓內容時，亦需要在培訓
內容專設有一章節，教授從業員筋肌勞損的成因、徵狀、預防的方法和示範簡單實用
的保健運動。這不但能有效提高從業員對預防筋肌勞損的意識，簡單實用的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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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幫助定時實踐及練習。除書面教材外，亦可隨課本附上一隻載有專為推拿和按摩
業從業員度身設計的伸展運動和八鍛錦教學光碟，讓從業員在課程結束後，能夠隨時
練習及運用。

4. 需要有適當的工作時間及有充足的小休時間
若本地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工作現況要得到改善，顧客及聘請推拿及按摩從業員的企
業負責人要相互配合。顧客可以以提早預約的形式來預訂相關服務，從業員應適當地
安排自己的工作及休息時間以避免過勞狀況，而企業負責人在安排從業員每天工作量
時，要考慮到從業員需要充足的休息時間，盡量給予他們在客與客之間有不少於 15
分鐘的小休時間；

5. 提供不斷提升專業水平的機會
建議政府以津貼形式來鼓勵失業人士、或任何期望轉行從事推拿及按摩的人士，在入
職前修讀由認可的教育機構提供的培訓課程。同時，政府亦應考慮在培訓內容上分等
級，以津貼形式鼓勵在職的從業員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例如從舒緩保健式的推
拿及按摩課程提升至治療性推拿及按摩課程。

6. 提升自我預防勞損意識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在個案訪談過程中，發現部份沒有出現肌肉不適或者筋肌勞損得到改善的受訪者，他
們有的共通點就是具有良好的生活習慣，能夠定時每天做帶氧運動，及常常保持開朗
的心境工作，可見，按摩治療師的自我預防及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亦甚為重要。對此，
我們引載美國專家的建議供在職的從業員做參考。詳見附件：預防勞損小貼士。

如對是次推拿與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調查報告內容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8201
7193 聯絡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李鶴海理事或致電 2725 3996 聯絡香港工人健康中
心項目經理孫同祥先生。

香港推拿理療專業人員總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200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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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給予推拿及按摩從業員預防勞損的小貼士
為了改善按摩從業員的職業健康，不少著名外國專家，例如 Greene & Goggins 亦曾撰寫
不少有關預防勞損的書藉及文章，透過分享專業意見去提高當地按摩從業員的對自身健
康的關注。專家認為，推拿及按摩的正確手法及技巧固然有助預防勞損，但正確技巧並
不是避免筋肌勞損的唯一方法。綜合兩位學者的專業建議，以下是一些可供本地推拿及
按摩從業員參考的預防勞損方法，不論是身處工作間或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有效幫助各
位從業員繼續在這行業健康地工作。

預防筋肌勞損小貼示
A

工作前要先做熱身運動---推拿及按摩前最好先做一些帶氧運動，加速肌肉組織
的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亦需做一些伸展運動，伸展手部將要活動的肌肉。

B

工作期間需要充分休息---客與客之間應該預留至少 15 分鐘的時間讓自己休
息，做些伸展運動，喝些水，走動一下，讓身體充電。

C

轉換技巧或手法---在推拿及按摩的過程中應穿插運用不同技巧及手法，減少各
個部位的重複性動作及用力，這樣即使客人要求較長的推拿及按摩時間，按摩
師亦能於過程中為自己加入「休息」時間，讓疲勞的身體部份有更多時間復原。

D

工作時間要穩定---這是指每天的工作量需盡量平均，不應該一下子大幅增加，
因為身體需要時間去適應突如其來轉變，而突然上升的工作量會增加從業員受
傷及勞損的機會。

E

留意自己身體勞損的訊號---若身體已經出現痛症，不要勉強工作下去，因為這
只會使勞損狀況越來越嚴重，繼而影響工作效率甚至日常生活。勞損出現時應
該立即求醫，減少工作量讓自己有足夠時間復原，返回工作崗位後應加強平日
的預防勞損措施，使勞損影響減至最低。

F

閑時避免其他重複性動作或活動---於工作時間外，推拿及按摩師盡量減少從事
涉及推拿及按摩時會運用到的肌肉或關節的重複性活動 (例如長時間使用電
腦、繁忙的家務等等)，因這樣會增加勞損的機會。

G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推拿及按摩從業員就好像運動員一樣，除了學習及改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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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及按摩的專門技術外，平日更應保持良好生活習慣。作息定時、均衡飲食、
避免煙酒、經常運動等等，都是推拿及按摩師保持體格強健的不二之法。
H

工作場所及配套設備需配合從業員身型
a

按摩床的高度---全身推拿及按摩師應該使用可以電動調節高度的按摩床，使床

的高度與他們的身高配合，因為太高或太低的床都會使推拿及按摩師採用不自然
的姿勢工作，加劇勞損情況。
b

按摩床的闊度---雖然較闊的按摩床可能會讓身型高大的客人感覺舒服一點，但

這卻使推拿及按摩師傾向過分伸展或使用其他不自然的姿勢進行推拿及按摩，因
此按摩床的設計如果是肩膊及腳部位置較闊、而腰部位子較窄將是個很好的選
擇，因為這種床的設計適合大部份客人的身型，而當推拿及按摩師按摩客人腰背
時亦可避減少過份伸展的動作。
c

工作空間要足夠---這可讓推拿及按摩師在工作期間採用最自然舒適的站立姿

勢工作。一般建議的說，在床的四周應預留每邊 3 呎的活動空間。

Greene 於美國從事按摩治療師超過 10 年，從 1994 年便開始就有關按摩治療師職業性筋肌勞損進行研究。
Goggins 為註冊人體工效學專家，現為華盛頓勞工及工業部職業安全及健康分科 (Divis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的高級人體工效學專家。2005 年，
Greene & Goggins 合作出版了一份有關美國專業按摩從業員職業性筋肌勞損的研究報告。上述所列幾點小

貼士便是引載自 Greene & Goggins 該研究報告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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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記者會新聞剪報
此則新聞刊登於 2009 年 3 月 30 日成報

此則新聞刊登於 2009 年 3 月 30 日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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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問卷調查及研究工作得到下列義務工作人員的支持和協助，我們謹此向
下列義務工作人員致以衷心的感謝﹗
李景嬋

羅麗靜

廖桂妹

夏直心

陳潔玲

陳美玲

葉錦暉

姚凱靈

黎惠娟

詹福蓮

陳美湘

潘惠蓮

楊美美

鄭艷霞

呂顯璧

姚淑霞

關潤玲

香新鳳

陳少龍

陳宇施

盧家德

戴添丁

陳寶生

蔡焯基

張鴻清

黃麗蘭

邱賢璋

孫惠芬

陳惠瓊

何珮儀

刁美玉

歐陽明軒

(人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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