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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中心一直關注香港的職業健康安全情況。為了更有效分析近年工傷意外及職業病的變化，
中心嘗試翻查由勞工處公佈的一些統計數字，包括每年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根據法例呈報的受傷個案
數目等等…我們發現勞工處現時公佈的統計資料方式越趨簡潔，所公佈的統計項目也省略不少（即我們
能獲取的相關公開資料越來越有限）。90 年代及以前的勞工處年報，除了公佈職業傷亡數字外，亦公佈
因工傷引致損失的工作日數（工傷病假日數），並能查閱受傷僱員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百分率。可惜，
這些有助了解本港職安健發展的數據資料在 90 年代後期逐漸不被公開，部分數字現在只能透過立法會提
問才能取得。在現今大數據的年代，中心相信如能善用職安健統計數據並加以分析，了解數據的變化及
趨勢發展，對政府檢討相關職安健政策及發展工傷預防策略與服務等皆有莫大的幫助。有關當局應重新
思考收集統計數字的意義，不應只「收回數字」了事，更應將數據（data）仔細分析處理，化為有用資訊
（information）。
同時，中心在 6 月 23 日舉辦了名為「捫心自問：我們都已盡力預防香港的職業傷亡嗎？」的職業
健康研討會。會上邀請了來自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分享香港職業傷亡數字高企原因及可行的解決措施的意
見。今期的職業健康收錄了一篇特稿，以回顧和總結研討會當日的交流討論。另外，本期康復專題亦分
享了一個筆者認為十分有意義的題目—中介代理索償的行為及訴訟對工傷工友的影響，希望
讓各位讀者知道要協助工傷工友踏上康復之路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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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為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出版之刊物。本刊所載資料為提供對職業健康問題的不同意見，以供業界及關心
職業健康問題之社會人士參考討論。個別作者的意見未必代表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之意見。因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不會為任何因依賴本刊內任何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賠償負責。本刊資料可用作摘引，而任何方式之使用均
必須附有確認聲明：資料來源於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出版之《職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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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第三十四屆周年大會暨

「捫心自問：我們都已盡力預防香港的職業傷亡嗎？」
職業健康研討會－回顧總結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廣職業健康、提供多元化工傷及職業病預防及復康服務，
保障工人健康。經過多年的經驗累積，中心明白要達至職業健康持續改善，需要各持份者的攜手合作才能
有效地減少因不安全而導致的傷亡事故，政府、僱主、僱員等的多方面支持及配合缺一不可。隨著近年不
同大型基建項目的落實、興建和落成，如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多名工人卻因此而受傷甚至喪
命，令香港的職業傷亡問題再次受到公眾關注。
雖然自 2010 年起，由勞工處發布的職業傷亡數字及千人意外率已有每年下降趨勢，然而，最近三年
來有關變化卻有所放緩。翻查最新的數字，雖然千人意外率仍有所下跌，但傷亡數字卻不跌反升，當中建
造業的死亡數字更冠絕全港各行各業，佔了足足 22%。雖然現時勞工處及職安局均有因著職業傷亡提出各
種解決方案或紓緩措施，但似乎成效仍停滯不前，原地踏步。

就預防香港職業傷病的探討，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於 2019 年 6 月 23 日舉辦了第三十四屆周年大會暨
職業健康研討會－「捫心自問：我們都已盡力預防香港的職業傷亡嗎？」。當天除了有各方友好合作機構
應邀出席外，也很榮幸邀請到多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嘉賓進行深入交流及討論。嘉賓分別有（排名不分先
後）：勞工處副總職業安全主任—李永強先生、香港職業安全衛生協會會長—梁偉光博士、職業安全健康
學會（香港）理事—林志成先生、註冊安全主任協會顧問及前會長—梁超明先生、香港建造商會健康與安
全小組副主席—蘇耀榮先生以及職業安全健康局高級顧問—林莉女士。
本文將綜合講者及各嘉賓的意見、觀點及經驗，討論香港職業傷病數字一直高企的原因及解決措施，
以及探討未來不同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及成效。

專題演講重點回顧
在正式進入討論環節之前，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項目經理王俊鈞先生就香港的職業意外傷亡現況及改善
成效作簡介。他表示，各行業中以建造業的工傷意外情況最為令人憂慮，縱然傷亡事故宗數正按年下跌，
但建造業的職業傷亡數字佔所有行業的比例卻不斷增加，而千人傷亡率則比起香港所有行業平均值仍高出
三倍以上。王先生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或可歸咎於勞工處過去多年來只純粹著眼於「收回數字」來統計用途，
以《不超過三天的意外的通知表格》表格 2B 為例，除了僱主、僱員及賠償資料外，所要求的「意外詳情」
只問及事發日期、地點及受影響日數，對於整宗意外的成因及原因完全沒有作任何考究，以致未能制定具
針對性的改善措施，直接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和長遠發展。至於如何能幫助香港改善職業健康安全長遠發

02

展策略，他引述了數個與香港發展步伐相約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等
為例子，希望給予在場人士一些新想法和概念。
對於香港現時的職安健水平有負國際先進城市之名，總結前面提及的外地經驗，王先生認為可以從
兩方面入手：一、認識自身不足，改變現時工傷呈報機制及呈報內容，以減少出現「瞞報」、「漏報」
的情況，藉著要求呈報詳列每宗意外的發生原因和成因，以協助制定各行業的長遠發展方向以及提高社
會對職安健預防和改善的重視，而非只著眼於受傷後賠償；二、政府部門和相關法定機構必須定期制定
可量化的中長期發展目標，透過密切監察及恆常檢討自身進度，讓本港能以更穩定和明確的步伐達致可
持續發展。

職業健康研討會－討論環節
在王先生分享過後，活動亦正式踏入研討會的討論部份。今年我們邀請了中心董事—陳根錦博士為
是次研討會作主持。而在討論環節開始前，一眾與會者在陳博士帶領之下進行了簡單的默哀儀式，以悼
念生前盡心盡力為工傷人士服務的陳錦康先生以及為香港默默耕耘不幸身亡的工人。

監管不可單靠自我規管 政府部門需迎難而上
於八九十年代起逐步引入的東主 / 受僱人的一般責任、《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例》、《安全管
理規例》等，政府已在工作地點中的職安健管理上實施「自我規管」，建造業等的指定工業更必須聘用
安全主任進行內部監督和管理。對於建造業來說，部分工序項目為時非常短、流動性大，當中更可能牽
涉多層外判，往往令「自我規管」知易行難。就建造業界的自我規管運作情況，林志成先生指出：「香
港很多工地都出現同一個問題，就是它的管工無法執行有效內部監察，有時候當管工觀察到工友在工序
上真的有違安全而提出糾正時，工友可能會有微言，甚至告假，及後管工反而需要花更多時間打破僵局，
最後亦因為趕交貨而釀成意外，只會是本末倒置」。而就法例規定必須由工程公司或承辦商自行聘用安
全主任，身為註冊安全主任的梁超明先生直指「現行機制根本是要公司用自己的矛捅自己的盾」，安全
主任作為中間人，結果部分人為免得罪公司和其他人，演變成「為做而做」，甚至只是為東主把關，自
然無法有效擊破安全污點，令行業的職安健水平難有提升。就此，林先生和梁先生皆認為，第三方機構
的介入能有助安全主任執行任務時更為公正。
除此之外，在現行職安健法例和指引的文字描述背後，若然意外發生後不作任何巡查、執法並加以
糾正，東主和工人如何能得知現時做法是否正確？有關當局沒有收到任何意外和工傷報告是否代表「天
下太平」？梁偉光博士表示這或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指出了一個盲點佐證，「自我規管、自我改善
這個概念是好，但若然單單依靠自我規管就想改善現況並不可行，若然東主只按照清單上的項目來做，
長遠而言機構只能達到職安健管理的最低標準；必須有外力的推動才可以知道自身的不足和加以改進。」
事實上，出席的嘉賓大致上認同勞工處過往的執法態度有頗大的改善空間，而地盤以外的工業經營場所
如貨倉、工廠等，甚至非工業經營場所更鮮有進行巡查，導致各東主日漸忽略法例的原意及其重要性。
嘉賓們都認為如果執法機關加強巡查、加大執法力度，將有效促使各行各業的僱主或東主做好本分，保
障員工的健康與安全。

現行法律過與側重於東主 僱員意識不可少
另外，現時法例所針對的主要是承辦商的最終負責人，而次承辦商、經理、管工、部門主管等均未
有清晰定明其責任，有謂「擔責任，始成長；盡責任，方進步」，梁偉光博士認為若然將職安健責任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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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至整個行業的每一層，包括前線及中層管理人員將有助於達到整體性的進步。另一方面，他亦分享了
加拿大的情況，他說該國與香港一樣有法定的僱員責任，如發現有任何不符合的行為，該國政府會向違
法僱員發告票，以警效尤。但翻查勞工處過去兩年的檢控數字，針對僱員的檢控只佔了整體檢控數字約
一成，他覺得對僱員來說未必能起阻嚇和警惕作用。嘉賓亦大致認同僱員的安全意識非常重要，故僱主
可考慮在制定合同時將職安健要求清楚列明於合約上，讓僱員了解當機構執行措施保障其健康安全時，
他們亦須妥善跟從才可以共同預防職業傷病。

現行制度漠視導致意外根本原因 應恆常檢討政策
但是，一提到因工受傷，很多人第一時間聯想起
的是「賠償」、「懲罰」等字眼，往往忽視了事故的
根本原因，更遑論制定具針對性的預防及改善策略。
翻查勞工處現時的做法，除了在公佈傷亡率及意外率
時表達不一致外，更沒有備存每宗工傷事故的原因數
字，部分嘉賓認為現時的統計和公佈方法仍有改進空
間，而且這些數字未能反映全面實況，甚至淪為統計
工傷賠償金額的工具。至於勞工處李永強先生表示當
局未來將更著力於加重違法行為的罰則，以冀提高外
界的阻嚇力。然而，不少嘉賓則認為單靠加重刑罰只
屬亡羊補牢，在 2018 年內就涉及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的個案；而言，平均每張傳票的罰款約 27,000 元，
以動輒數百萬、甚至千萬計的工程項目來說可謂微不足道；長遠而言必須著力研究及參考過往已發生的
工傷事故，找出問題的癥結點並作詳細根本原因分析；與此同時，在制訂政策的同時必須訂立可量化的
指標與目標，衡量實施措施的成效，並加以修訂的需要，才可有效於意外發生前預防。

各持分者的責任及將來發展方向
預防工傷需靠各界甚至整個社會通力合作才得以成事，絕非依賴單一力量能完成。業界方面，香港
建造商會於去年年初成立「建造業安全基金」，旨在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承建商及行業持份者透過創新
科技來制定及採用新安全措施，以防止工地意外及傷亡事故。蘇耀榮先生舉例「其中一項獲批項目委託
設計師在模擬工地的三維空間程式加入安全元素，例如防墜裝備感測裝置，一旦有人踏足該範圍便會觸
發警報器，系統會即時主動發出警報給安全管理人員，大大縮短緊急應變及救援的時間，而收集的數據
亦會用作智慧分析，以進一步完善安全系統。」職業安全健康學會、香港職業安全衛生協會代表均表示
他們多年來均著力於舉辦講座、實地考察、外訪等活動，讓業界人士作交流及見識並吸取良好例子，達
致自我能力提升。梁超明先生則認為安全教育關乎個人意識，應從小做起，「如果我們可以從求學時期
入手，潛移默化，作為長遠手段將有效預防很多傷病。我曾接觸不少從事航空業的人員都覺得如果能及
早獲得職安健資訊，失聰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總結
在是次研討會中，講者及各位嘉賓均認同應以預防作為大前提，訂立具前瞻性的預防措施才能有效
打破現時的困局。中心董事會主席余德新醫生在研討會的結尾時亦表示，我們不應因眼見傷亡數字下跌
而安於現狀，寄語香港各個界別通力合作，共同思考如何降低傷亡率，攜手突破樽頸。
[ 資料整理：黃凱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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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一）

「仲裁條例修訂、包攬訴訟猖獗」—
工傷工友如何能成功踏上康復之路

前言
早在 90 年代初，已有人或索償代理公司「協助」一些因別人疏忽而受傷的受害者追討賠償，從中收取利
益或瓜分賠償。由於僱員補償制度的落伍，工傷個案現已成了索償公司或律師行職員積極游說對象。而基於
現行制度未能全面保障工傷工友，部份工傷工友會選擇法律途徑來進行民事訴訟，追討僱主在整項工傷事故
上疏忽的責任。
目前，工傷工友可以選擇透過仲裁、訴訟又或是調解來解決問題。而仲裁是在法院以外進行的解決爭議
的一種法律途徑，仲裁的結果是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的仲裁員所作的裁決。仲裁裁決與法院判決極 相 似，並可
以同樣方式予以強制執行。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 可通過涉及國際貿易的大部分國家的法院予以強制執行。
在香港，仲裁受 2011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香港仲裁條例》（香港法律第 609 章）管轄。為提升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的地位，政府通過《仲裁條例》新修訂條文，訂明第三者資助仲裁、調解及相關法律程序不受助
訟及包攬訴訟的普通法原則所禁止。此條例的修例，可為一些無良的中介公司提供機會，縱使於開初聲稱免
費協助工友透過仲裁或調解方式進行索償，而最後藉詞瓜分工友賠償亦無需負上責任。

工友現身說法 代理公司的猖獗行為
一些所謂「協助」工友進行合理索償的代理人，他們的行為究竟是怎樣呢 ? 中心自 2004 年開始成立康復
服務宣傳隊到不同醫院及勞工處宣傳，推廣中心的服務，鼓勵工傷後的工友能夠重返工作。中心委派工傷康
復人士為義工，期望透過他們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受工傷影響的人士能夠早日重返工作。過去十多年，有
不少工傷康復工友都曾擔當義工的角色，遊走各區的醫院及勞工處向工傷人士或職業病人士宣傳重返工作的
服務。惟近年工傷康復義工向工作員反映在宣傳服務上，屢見困難。今次的文章，我們特別訪問了其中兩位
在中心服務超過十年的工傷康復義工，他們一直緊守崗位，努力不懈地推動服務。義工們透露一些中介公司
的員工試過潛入勞工處 ( 職業醫學組 ) 及各醫院判傷處門外守候工傷人士，他們會偷拍工傷人士，跟蹤他們，
甚至派人冒充為工傷人士，藉著說出個人自身的工傷賠償經歷，以獲得工傷人士信任，從而招攬他們，協助
他們追討賠償。更甚者是，醫院不同部門如職業治療部、矯形及創傷外科、急症室等都聚集了不少代理公司
的職員。而代理們更因「搶奪生意」而試過於醫院判傷處產生口角，最後由醫院保安介入並把他們趕離醫院。
對於代理們的各項手段，義工們都感到十分猖獗。義工們都十分擔心中介公司以不同的手法，游說工傷工友
透過法律訴訟以獲取更大賠償為目的；在工友不清不楚的情況下委託中介公司追討工傷賠償，拖延工友重返
工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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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故事
中心每年接觸數以百計的工傷工友，當中有不少的工傷工友最初是期望爭取更多補償而選擇向僱主追討
責任，但最後在整個過程中衍生出不少的困難和困擾！

阿英，今年 68 歲，是一位清潔工人，主要工作是做一些簡單的清潔。2015 年的一天，因公司人手
短缺，臨時調動了阿英協助清潔天橋。由於天橋有相當的高度，阿英需要踏上長梯以便進行清潔工作。
但她因不熟悉使用長梯，加上人手不足，在沒有人支援下不慎從長梯掉了下來，弄傷了腰骨，初時更需
要用輪椅及 杖代步。阿英形容是一生最痛苦的經驗 ! 因為是次意外令她失去健康和工作能力。阿英的丈
夫早年離世，是一個單親家庭 ! 女兒剛出來工作，收入不 定 ，而兒子仍在求學階段。阿英是家中主要的經
濟支柱，縱使年紀已漸長和工作時感到非常吃力，但仍要繼續工作以維持家中的經濟開支。因此，是次
的工傷令她情緒跌落憂鬱及憤怒中！她非常擔心將來的生活，加上積蓄不多，如何應付家中的經濟 ? 另
一方面，她對僱主在人手不足下調派她去做一些危險的清潔工作，又沒有人指導她如何在長梯上工作，
令她不慎從長梯跌了下來，導致腰部受傷，為此她感到非常憤怒！一方面怪責僱主沒有給予足夠的指導，
要求她進行一些備有潛在危險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怪責自己學識不足及貧窮，令她較難選擇工作。在接
受康復治療後，阿英逐漸從傷痛中走出來。但阿英仍要面對判傷後的生活安排，她從別人口中得知由勞
工處安排判傷所獲得的賠償十分有限，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正當她為生活徬徨之際，她在醫院附近受
到中介公司的游說，選擇運用法律訴訟的途徑去爭取更多的賠償，讓日後的生活更有保障。誰不知完成
整個法律訴訟後，扣除了律師費用，她所獲得的賠償並不如她想像中的多。而且，在整個過程中讓她感
到筋疲力竭。她立時感覺受騙亦感到非常無奈，了解到賠償金額不足以幫助她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當面
對生活困難時，她勇於面對現實，知道必須要繼續工作才可以應付日後生活，故她嘗試了解有什麼工作
適合她，但無奈地面對自己的傷患及因追討賠償而與公司的關係決裂，在重返工作的路上深感困難。幸
而，經朋友介紹下認識中心並參與再培訓課程。最終，能夠協助她重返工作，解決生活困難。

訴訟過程是十分漫長的，當中對工傷工友亦有着不同的影響：

1. 持續地延長工傷病假
部分的工傷個案選擇透過法律訴訟去追討所有的補償問題，如：各項的損失、醫療開支、疏忽責任賠償等…
而訴訟所牽涉的時間亦非常長，動輒數以年計。由於他們側重賠償，擔心工傷病假完結會影響爭取工傷的補
償，部分的工傷個案一直延長工傷病假，直至完成訴訟為止。此舉除了影響其康復及重返工作外，亦同時加
重了公營醫療的服務。

2. 減低重返工作的機會
如上文提及，由於部分工傷個案於訴訟其間一直延長工傷病假，直接影響其重返工作的機會。而不同的
研究亦指出，工傷個案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越長，他們能夠成功重返工作崗位的機會亦越低。而且，大部分
的工傷僱員往往因工傷訴訟，直接影響與僱主的關係及影響復工的安排。即使工傷僱員的工傷病假已完結，
但因訟訴的影響，部分的僱主在安排重返工作時，會缺乏對幫助工傷僱員復工的支持，或產生不接納的態度。

最後，工傷僱員未能成功重返原有的工作或不獲安排其他的輕工，而需要重新尋找新的工作。
而部分的工傷個案與僱主在訴訟期間，因處理雙方的僱傭關係而爭持不下，呈現僵持的狀態。一方面僱
主未必願意直接解僱受傷的僱員，另一方面受傷僱員亦不希望主動辭職，擔心影響日後爭取訴訟賠償。由於
雙方沒有處理好僱傭關係，即使受傷僱員的工傷病假完結，他們亦不可以尋找新的工作，直接影響其重返工
作的機會，甚至影響情緒及家庭經濟等問題。

3. 訴訟所產生的精神壓力，影響情緒及生活
漫長的訴訟時間，亦為工傷工友引伸出不同的精神困擾及壓力，直接影響他們的情緒及生活。工傷工友
在訴訟期間，往往都需要面對對方律師的調查及壓力，部分的工友會被委派私家偵探去跟蹤他們的日常生活，
並把他們的生活拍照及紀錄，作為證據去討論賠償金額。有些工友非常擔心私家偵探會拍下一些疑似對他們
不利的照片，而影響他們的賠償。所以他們大都選擇留在家中，盡量減少外出，避免給予私家偵探拍照的機會。
由於訴訟的時間漫長，亦非工傷工友所能控制，長時間留在家中、缺乏正常的日常生活及適當的社交活動，
亦令他們逐漸減低於社會的參與度，甚至他們會變得害怕及逃避外出，而影響情緒及產生負面影響。而工傷
工友長時間留在家中，其家人亦未必完全理解他們的困擾，逐漸增加磨擦，直接影響與家人的關係。

工傷工友如何能成功踏上康復之路？
工傷康復的目的是為工傷工友提供醫療康復、職業康復和社區康復等服務，協助他們恢復和提高他們的
身體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從而促進工傷人士全面回歸社會和重返工作崗位。
基於補償條例的不善，部分工友期望訴訟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補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他們卻側重做一
些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及正確的事，如：尋求不同的醫生診治、延長工傷病假、減少外出、甚至害怕進行康
復鍛鍊、多些休息… 可是，這些事情反而對他們的康復卻有負面的影響，由於經常看不同的醫生、長時間的
工傷假期、長時間留在家中、失去了正常的工作及生活，卻對他們的康復沒有任何的幫助，而且令他們的病
越來越嚴重，情緒低落，甚至對自己失去信心，認為自己什麼也做不到。除了身體上的傷患，亦慢慢地造成
心理上的傷害，而他們的康復及復工之路亦變得遙遙無期，更引伸出更多不同的問題、精神上的困擾及壓力，
可謂得不償失。
因工傷工友面對訴訟而影響他們重返工作的動力，中心雖然感到無奈，但中心仍深信在康復及訴訟的過
程中為工友提供適切的心理社交支援、正確的教育資訊等服務，可以協助工友成功踏上康復的道路。中心擁
有超過三十年推行工傷康復的經驗，我們清楚知道對陷入訴訟困擾的工友，清晰的頭腦、正確的資訊、朋輩
的支持、生活的寄託以及正面的情緒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心除提供協助工友重返工作的就業支援服務
外，多年來持續地舉辦教育講座，讓工傷工友掌握正確的資訊和懂得如何選擇。為了讓工友的生活有所寄託，
中心亦無間斷地舉行社交心理支援小組、社交心理調適的義工服務，讓工傷工友於參與活動期間認識其他面
對共同問題的工友，獲得同路人的支持和鼓勵。
雖然，工傷工友仍然要面對訴訟所帶來的困擾，但參與活動所建立的積極正面態度，讓工友可克服困難
及勇敢面對。與此同時，工傷工友亦明白到訴訟總有完結的一天，為自己未來生活籌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縱使周遭環境仍在鼓勵工傷工友進行訴訟，而中心亦明白工友對訴訟所獲賠償金額的盼望。因此，中心會繼
續推行上文所提及的服務，更會定期檢視成效，以協助工傷工友重投社區及工作。
[ 資料整理：鄧敏儀 何曼婷 李秀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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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退休專家訪談系列（三） —

楊世模博士
上一期我們專訪了職業及環境醫學醫生盧俊恩醫生，從訪談中與我們分享他多年來在職業健康安全（下
稱職安健）工作方面的體會，以及他對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下稱工健）未來工作的展望。今期，我們十分榮
幸能邀請到前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首席副主席楊世模博士，從人體工效
學家的角度進一步了解本港職安健發展的情況。

與工健的淵源
當談及與工健的淵源，楊博士坦言與工健的其他專家相比，他參與工健活動的年期並不是很長。初認識工
健的契機始於約 2000 年前後，當時他正在理工大學任教物理治療及人體工效學科，而余德新醫生便邀請他以及
其他幾位朋友一起合作籌組了香港人體工效學會，旨在為不同工作群體提供相關協助。後來在多次合作後，他
便漸漸參與到更多的工健工作中，甚至獲邀成為了董事會成員之一，主要為有關人體工效學的研究或其他項目
給予意見和指導。

本港的人體工效學發展
相對於工人的工作安全，楊博士指人體工效其實較為關注工人的健康層面，當中包括研究每位工人的自
身特質及能力是否與其工作本身相符。舉例來說，如工友的身體素質在受傷後使他未能繼續從事地盤搬運的
工作，那其能力與工作要求便未能互相吻合，若忽視有關問題並要求他繼續工作，便會導致他的健康每況愈
下。但是他認為本港政府以往對人體工效關注甚微，因這些範疇並不會直接威脅工人的性命安全。對於早期
的香港，問題諸如密閉空間、高空工作等造成了無數死傷事件，而健康問題如勞損等的傷害相對下可以說是
微不足道。而自從 1997 年通過了《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下稱條例）後，工人在人體工效層面的健康，如
體力處理操作過程等，才得到多一點的關注及支援，但離有效保護工人免受勞損等問題仍有頗長的路要走。
但話雖如此，楊博士亦認同該法例令很多相關的工作風險評估應運而生，從而協助工友在其他層面上獲得更
為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以當時來說可算是一大進步。

從人體工效學角度看本港的職安健保障
不過，作為一名人體工效學專家，楊博士認為自從《條例》實施後，香港的職安健在此方面卻一直未有
更進一步，甚至可以說是停滯不前。追溯至《條例》剛剛通過的時候，人體工效學以及職業傷病復康服務曾
一度成為一些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師的熱門討論話題，然而隨著政府未有進一步推廣，社會亦漸漸地對這些
議題失卻了原有的討論熱度。他續稱，目前在人體工效學的層面上，香港的服務並未能做到與時俱進，如現
時本港雖有推行《職業安全及健康 ( 顯示屏幕設備 ) 規例》，促使各行業為僱員在工作時使用的電腦顯示屏幕
設備作出工作安全風險評估，但評估內容往往只限於傳統的桌上電腦。目前隨著科技逐漸進步，智能手機和
其他掌上設備經已變成職場上不可或缺的設備，甚至有不少人已完全使用這些設備來取代電腦來工作，然而
規例卻沒有將智能手機和其他掌上設備劃入評估的必要範圍中。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物流業公司已經引入
更多機器以取代人手搬運，機場及航空公司的行李運輸也有運輸帶作為輔助，旅客所能攜帶的行李重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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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限制，體力處理操作對於這些行業而言已經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但本港相關規管制度卻與以往大同小異，
並無因應這些轉變而作出重要改動。楊博士指出隨著時代進步，本港需要關注的職業健康問題也應該有所不
同，不能奢想一成不變。
當被問及對於本港目前的職安健環境的建議，楊博士認為從其人體工效的專業角度來看，本港各行業僱
主可多從工作環境及公司的內部文化上的小改動著手，如鼓勵員工多做運動以保持健康體態，減低獲得肌肉
骨骼勞損或其他慢性疾病的機會，只有身體舒適健康才可發揮出肌肉組織的最大狀態，對僱主公司和員工自
身來說都是雙贏的。同時他亦有提到，已進行較多體力處理操作的工種仍需養成日常運動的習慣，因重複的
體力支出動作與真正帶氧運動並不相同，而後者適當地進行更可放鬆前者所積累的疲勞。

工作生活兩不誤 建立健康人生
工健過去三十多年一直致力為本港不同行業員工提供公眾教育及復康服務，楊博士認為這絕對不是容易的
事。各行業員工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工健以一家小型機構的規模，但仍從多種角度著手提升工友的職安健水
平，如過去多次就某些特定的職安健問題推行先導計劃，在取得社會大眾的關注後再進而籌組更大型的活動，
實屬難得。他希望香港有更多人如工健般，秉持初衷的目的和宗旨，不畏艱辛地服務大家，帶領本港各行各業
前線僱員的職安健水平持續發展。
而對於本港所有就業人士，他認為很多人經常將工作看得過於重要，然而事實卻不盡然——它只是我們的
一部分，目的在於令我們從賺取酬勞中過上富足的生活，所以不應該令人感到煩躁及勞累，本末倒置。他期望
香港每個人均能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且在空餘時間能陪伴家人享受從工
作所得來的成果，在工作與生活兩者之間獲得平衡，才是真正的「職業健康」。
[ 資料整理：連可君、王俊鈞 ]

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
隨著近年多個舊樓清拆工程及重建項目不斷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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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過去多年的成功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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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機構 :

主辦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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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二）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 — 實例
工傷工人在受傷後，考慮重返工作時都會有不同的疑慮及困難，今期的康復專題會分享一個工傷康復個
案管理的實例。

個案
姓

名： 金先生

受傷日期：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年

齡： 40 歲

職

業： 建築物清拆（合約工）

受傷部位： 左腳掌（骨折）

金先生是一名建築物清拆工人，負責清拆地盤內需要棄置的物件。2017 年 12 月 16
日，金先生需要爬上兩米高臺清拆物件及準備棄掉。在清拆的過程中，左腳踏空並從高
處墜下受傷。因痛楚非常，他立即前往急症室求診，經醫生診斷後，證實為左腳掌骨折，
需要打石膏八個星期。2018 年 2 月 13 日，金先生在公立醫院的矯形及創傷外科接受醫
治。X 光結果顯示骨折的部份已經癒合，醫生遂安排金先生拆卸石膏，隨即預約物理治
療和職業治療。拆掉石膏後，金先生在步行時感到左腳掌痛楚，對於能否重返原來的工
作崗位，信心參半。金先生在 2 月 14 日在接觸到中心的單張後，聯絡中心並與個案經
理預約面見。

工傷後的康復輔導
個案經理與金先生面談後，發現金先生對整個工傷康復的程序一無所知。在打石膏的日子內，金先生因
行動不便而感到十分苦悶。由於腳掌的痛楚，金先生對重返原有的工作崗位的信心只有一半，另一方面亦擔
心工程快將完結，未知能否獲判頭安排工作。因此，個案經理在第一次的面談中詳細解釋整個工傷康復流程、
當中需要的接觸的部門、不同治療的果效以及康復治療黃金期的重要。

跨專業介別的溝通
金先生在拆掉石膏後，二月中旬已開始在公立醫院的物理治療部接受治療；治療的動作集中於鍛鍊下肢的
肌肉、腳掌痛楚的舒緩。在金先生的同意下，個案經理陪同他接受骨科專科的覆診。經骨科醫生的診治後，認
為金先生的康復狀況良好。醫生建議他可多做運動鍛鍊，亦可開始準備重返工作，最後醫生亦轉介金先生的個
案至職業醫學組進行判傷的安排。而個案經理亦主動與醫生溝通，以了解如何統籌金先生重返工作的安排。

訂立重返工作的計劃及準備
對於重返工作的建議，金先生亦表示願意嘗試，亦有信心與僱主聯絡及作出安排。然而，金先生在聯絡
僱主後發現原有工程已完成，暫時未能安排工作。金先生遂向個案經理查詢若轉到其他地盤工作會否違反法
例。個案經理解釋只要在病假完畢便可以重返工作，處理好與舊僱主的僱傭關係便可以轉換到其他公司工作。
金先生了解清楚後，於五月上旬時在朋友的介紹下到了新的地盤擔任雜工。在重返工作後，金先生表示
腳患依然疼痛，但亦明白疼痛是必然出現。

總結
適時康復介入是工傷康復中佔重要一環！因此，若工傷工友能夠多了解工傷康復程序，並能於適切時候
接受康復治療，成功重返工作的機會定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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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線

世界前線 — 從世衛的「職業倦怠」定義
再談工時與健康影響

隨著全球的經濟發展和經營模式的日新月異，前線僱員的工作方式、甚至工作時間在過去數十年間亦
有著顯著變化，同時也導致各行各業的員工承受來自不同方面的工作壓力。而自從互聯網、智能科技和通
訊應用程式等的面世和普及，更完全地打破舊有「工作時工作」的觀念和運作。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報導和
消息指，由於員工在放工後、甚至放假期間的私人時間中仍不時收到來自公司、上司和客戶等的電郵和短
訊，成為「24/7」( 即每天 24 小時、每週 7 天 ) 的全天候工作，得不到應有的休息權利，亦令「職業倦怠
(Occupational Burn-out)」一詞成為近年熱議和廣泛使用的詞彙。近年有不少專家就此現象及其健康影響進
行了多項科學研究，並提出一些改善建議。
過去我們中心亦有在此跟一眾讀者分享過與工作壓力和工作時數有關的職業健康影響，而因著世界衛
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在不久前確定和公佈的國際疾病分類 - 第 11 版 (The 11th Re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ICD-11) 中再次就「倦怠」發佈更新訊息，就讓我們一齊細看
WHO 的最新觀點和定義，從中再反思本港現時的情況。
「倦怠」在 WHO 於 5 月 28 日正式發佈的 ICD-11 中歸類於「職業現象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之一，並將其納入在「可影響健康狀態或需尋求健康服務的因素」的子類別當中，其定義與焦慮、情緒病
等的「醫學情況 (Medical Condition)」略為不同。根據 ICD-11 的最新修訂，其定義為：「一個因未能成功
地管理慢性工作壓力而導致出現不良表現的概念化綜合症」，而 WHO 更特別地指出此問題與工作內容有密
切關係，有別於其他生活中的情況和經歷，可見有關現象自上世紀末至今已出現顯著變化，其廣泛性和深
層次影響亦促使 WHO 在 1990 年的 ICD-10 和今次 ICD-11 的連續兩個版本中俱對此作出補充和修訂，實在
令人不容忽視。
工作期間和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大大小小的壓力，而科研結果亦證實適量的壓力其實對員工工作時的表
現有正面提升作用。但是，正如上述定義所提到，若我們長期承受著壓力而無法宣洩、甚或承受的壓力遠
超於我們所能夠抵受或處理的負荷，長此下去便有可能對心理和精神健康帶來困擾和影響，亦因而衍生出
對工作的無力感、逃避感和降低工作效率的不良表現。
香港自九十年代起已轉型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加上早些年前曾大力推行加強服務質素的普
及性運動，確實令客戶在接受服務時或能享受更佳體驗，但過度要求亦同時讓前線員工面對著高度壓迫，
內外夾擊下自然容易得到職業倦怠。當員工因對工作倦怠而出現離職和意外缺勤，在人手短缺下更會加重
團隊中其他員工的負擔，甚至進而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來保持人手調動，形成惡性循環，實在對本港的勞動
市場百害而無一利。
但反思過去十年，雖然有包括大學研究團隊、工會、社會組織等不同界別團體曾多次倡議要正視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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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的工時情況和壓力問題，政府亦有籌組「標準工時委員會」以希望為未來政策構思出更清晰明朗的
方向，可惜至今卻仍然完全沒有任何可見的階段性成績：新聞報導中仍不時會聽到僱主和管理層在面對客
戶投訴時為保持「優質服務」形象會漠視員工的解釋；各行各業的典型經營模式不單沒有特別轉變，而近
幾年從外地引入並興起的「在家工作」文化更導致更多前線僱員需進入「全天候戒備」狀態，失去傳統工
作模式的「工作 - 生活平衡」界線；「標準工時委員會」在其總結報告中沒有就工作時數定下任何有效且
具體的建議，而此議題在這幾年間甚至好像已被其他因素所淹沒和淡忘。
其實，數年前由歐盟轄下的歐洲提昇生活與工作品質基金會和國際勞工組織一同進行的大型調查中早
已發現，在家工作人士或會比回公司上班的人有著更大壓力，因此並非大家所想像般的減壓良方。此外，
部份國家亦有就減少國民受職業倦怠的困擾作出針對性行動，例如法國已立法規定僱主需重視員工在工餘
時間收發工作訊息的安排和享有「真正」休息權利，而馬來西亞工會大會主席亦有在公開訪問中清楚地對
僱主在工餘時間無權給予員工工作指令表示認同和呼籲。我們希望藉著今次 WHO 對「職業倦怠」的更新和
修訂，再次喚起本港政府、僱主和所有人士對工作壓力和工作時數有關的職業健康影響的認識和關注，甚
至重新檢討香港在此議題的未來發展方向。
覺今是而昨非，鳥倦飛而知還，未為晚也！
[ 資料整理：王俊鈞 ]

參考資料：
1. WHO. Burn-out an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www.who.int/mental_health/evidence/burn-out/en/
2. Ninaus K., Diehl S., Terlutter R., Chan K., Huang A., Benefits and Stressors – Perceived Effects of ICT Use on Employee Health and Work
Stress: An Exploratory Study from Austria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5.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04212/
3. BBC. How Do You Tackle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www.bbc.com/news/health-46443379
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休息時間定義及標準 ‧ 從不同國家到香港僱員的休息時間概況。職業健康。2016。
5.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急不容緩：從近日發生的巴士事故揭示超時工作危害。職業健康。2017。
6. 東方日報。服務業工時長壓力大 ‧ 僅 32% 求職青年願投身。2017。
hk.on.cc/hk/bkn/cnt/news/20170310/bkn-20170310154341854-0310_00822_001.html
7. M' sian Bosses Have No Right to WhatsApp Staff After Working Hours, MTUC President Says.
www.worldofbuzz.com/msian-bosses-have-no-right-to-whatsapp-staff-after-working-hours-mtuc-president-says/
8. BBC. French Workers Get "Right to Disconnect" from Emails Out of Hours.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8479439
9.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The New Laws Banning After-hours Work Emails.
newatlas.com/right-to-disconnect-after-hours-work-emails/55879/
10. The Stress of Working at Home – Working from HomeL More Stressful Than You May Think!
www.verywellmind.com/the-stress-of-working-from-home-4141174
11. ILO-Eurofound. Research Report – Working Anytime, Anywhere: The Effects on the World of Work.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41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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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

勞工處職業健康公開講座
2019 年 9 月及 10 月
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服務，每月均舉辦職業健康公開講座，以提高僱
主及僱員對職業健康的認識。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2852 4040。

宗旨： 預防、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促進在
職人士的職業健康

講
座

服務對象：任何懷疑患上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在職人士

1

密閉空間工作
員工的職安健

2

院舍員工的職業
12/9/2019 3:00pm - 4:30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健康

3

辦公室僱員職業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
健康系列 (III)
18/9/2019 6:30pm - 8:00pm
一號活動室
勤運動 工作醒

4

預防下肢勞損及
23/9/2019 3:00pm - 4:30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站立工作指引

服務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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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下肢勞損及
3/10/2019 3:00pm - 4:30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站立工作指引

6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
清潔工人的職業
15/10/2019 6:45pm - 8:00pm
健康
一號活動室

7

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
職業司機的職業
24/10/2019 3:00pm - 4:30pm
健康
中心講座室

8

化學品與職業健康 28/10/2019 3:00pm - 4:15pm 香港太空館演講廳

預約就診：請致電或親臨職業健康診所，無需醫生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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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 新症收費 $135，覆診收費 $80
藥物每種收費 $15

題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6/9/2019

3:00pm - 4:30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
一號活動室

有關以上公開講座的詳細資料，請瀏覽：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11.htm。
若查詢勞工處舉辦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課程，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5.htm 及 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6.htm。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全方位工地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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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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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內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工地推廣大使」培訓
‧ 建築工地巡迴展覽

目標對象：
‧ 於小型建造項目地盤工作的前線建造業工人
‧ 進行樓宇維修、拆卸等相關範疇工程的建造業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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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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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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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

贊助機構 :

醫療康復診症服務
提供一次性的醫療諮詢
對象
* 懷疑／證實患上工作勞損，或工傷的工人

行政費用

診症範疇

* 100 元

* 骨科全科
* 手部專科
* 胸肺專科
* 職業健康專科

注意事項
* 此乃醫療諮詢服務，並不會處方任
何藥物，或簽發病假紙
* 經中心醫生評估後，有需要時將作
出合適的轉介

預約服務辦法
* 致電 2725 3996 與中心康復組職員聯絡，並先進行評估
地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 號百利商業中心 14 樓 1429-1437 室
電話：2725 3996
傳真：2728 6968
中心開放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 星期一至星期六 )

職安剪報
2019.4 剪報
日期
4/4
7/4
10/4

新聞

報章名稱

內河碼頭重型機器輾斃女工
剷車夾斃貨斗內工人 運送巨型印刷機 疑視線受阻

13/4

18 項工傷職業病補償
地盤跌木板

18/4

元創方冧布景板

4．26 起調高

泰籍工人被壓命危明
壓傷 5 工人

19/4

運沙船工人跣腳墮斃

29/4

捍衛權益板 保障傷工 改善職安
團體促港成立工殤紀念日

29/4

職安健協會遊行

爭取 23 年

冀提高工傷罰則

東方
東方

2/6

1/5

地盤工日做 12 小時猝死

3/5

安全繩斷裂

7/5
11/5

半生助遺屬

水署地盤兩人墮坡

工人疑零裝備拆石棉水管

17/5

醬油廠男工

19/5

高空工作 搵命嚟博 勞處側膊
年年 400 宗 月月添亡魂

慘遭攪拌機扯斷掌

4/6

市建局地盤工人墮坑受困

東方

斜路冧工作台三人受傷

東方

東方

7/6

鑿穿電纜爆炸

東方

10/6

政策廢 權益無保障 打工仔做死無命賠

東方

20/5

僱主未供安全裝置

26/5

鐵管撼吊機

27/5

執法寬鬆

29/5

清潔工垃圾槽墮斃

明報

外判工灼傷命危

高鐵石崗列車停放處 修架空電纜 兩工人觸電命危

明報

13/6

南華會地盤飛鐵枝 擊中工人頭

東方

23/6

貨櫃碼頭推板車獨自運送 3X2 米木箱壓死裝運管工

明報

25/6

維他奶廠機器噴熱水 灼傷工人臉

東方

30/6

搬錯位置 兩人扶持 未有「攝穩」工人鬆手
3000 磅鋁板壓斃地盤男

東方

2019.7 剪報

明報
東方

1/7

工人危掃唐樓殘簷

傷者無生命危險

東方
東方

明報
東方

11/6

日期

東方
工傷飛人

東方

5/6

東方

工業傷亡會陳錦康病逝

報章名稱

東方

報章名稱

妻：寧掙少點

新聞
青衣工人觸電暈倒傷頭

明報

東方

新聞

明報

2019.6 剪報
日期

2019.5 剪報
日期

勞處指引落實參差 清潔工仍探頭垃圾槽
出事大廈槽口加鋼條 貼圖示教育

明報

墮 10 呎高貨櫃男工昏迷

17/4

31/5

新聞
剷車壓斃維修工

報章名稱
東方

10/7

外牆塌石屎

18/7

房協地盤墜石屎擊斃測量員

工人中頭獎

東方
明報

19/7

挖泥車斜坡翻側

工人拋出壓斃

明報

23/7

灣仔地盤 機器突啟動致失平衡 棚工墮 8 米深槽底亡

東方

東方

30/7

燒焊工地盤墮 5 米深坑洞

明報

勞處縱容血汗工程

東方

30/7

疑失足墮船艙

東方

上司：員工自行通槽

明報

刑罰過輕

工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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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Course in Work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turn-to-Work Coordination
Course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is to equip participants with theories and skills required to become a case manager to help individuals
who have incurred injuries or illnesses to return to work.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Dr. Glenn Pransky, which cover the elements of both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turn-to-Work Coordination.

Course Schedule:
This course is comprised of 7 modules and is designed for part-time study with a total of 60 hours spanning over six months.
Date: October, 2019 – March, 2020
Time: 7:00 to 9:00pm (Most modules will take place on Thursday evenings)
Venue: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Course Contents:
Modules

Practices

✧ Basic Knowledge on Work Disability Prevention Model
✧ Promoting Early Return to Work
✧ Interventions – Listening & Communication Skills
✧ Advanced knowledge on Work Rehabilitation & Case
Management

✧ Practice of Case Interview and Presentation
✧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 Practice of Work Evaluation and Job Accommodation

Target Participants:
Professionals having an interest in Work Rehabilitation and Return-to-work (such as medical doctors, nurses,
physiotherapists,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social workers, councilors, OHS practitioners) or persons who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 career in Work Disability Management.

Medium of Instruction:
˙English (may be supplemented by Cantonese as decided by individual instructors)
˙Course materials and assessments will be in English

Course Directors:
˙Dr. Yu Tak-Sun, Ignatius (President of HOEHA)
˙Mrs. Karen Lo (Board Members of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Registration Fees:
˙ Before 31 August, 2019 (early bird)
˙ After 31 August, 2019

Co-organizers

HK$ 7,500
HK$ 8,500

For course enquiry, please contact Ms. Tina Tang or Ms. Sabrina Wan at 2725 3996
or email to info@hoeh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