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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各位讀者新年快樂！

大家這個農曆新年如何？會否如筆者一樣過得戰戰兢兢，並為市面上短缺的外科口罩和消

毒用品煩惱不已？持續數月的社會運動正看似有所緩和，相信不少人才剛剛放下對催淚煙的憂慮，

正計劃著如何渡過兩個相近的新年假期，結果換來是肺炎在內地武漢爆發的消息。本應充滿節日愉快氣氛

的新年亦因這個疾病而令香港和中國內地被不安的氣氛所取代。

本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在農曆新年後加劇，確診個案明顯上升，亦有跡象開始在社區傳播，令全港市民人

心惶惶。外科口罩、消毒清潔劑等防疫用品自疫情爆發以來供應緊張，市民漏夜排隊購買口罩、搶消毒用品的情

景每天都在上演。雖然不少公司機構有採取彈性安排讓員工選擇在家工作，但是仍有不少行業的從業員如公共交

通運輸、清潔、保安、零售及餐飲、海關以至醫護等都需要在這段時期緊守工作崗位提供服務，在個人防護裝備

及消毒用品的短缺下，更是大大提高了他們受病毒感染的風險。

中心作為關注職業健康的專業團體，早前就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和僱主的職安健法律責任提出了一些建議和

立場。總括來說，中心提醒僱主其履行職安健法律責任，建議僱主從預防及控制策略以及行政措施（如在家工或

輪班當值）等不同方面入手，制定合適和合理的安排以減低前線員工接觸病毒和受感染的可能。同時，我們希望

政府切勿再犯當年 SARS 的補償失誤（當年在 2003 年發生的 SARS 政府最後在 2005 年才納入至可補償職業病）並

促請政府儘快將新冠狀病毒納入到《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2 中，列為可補償職業病之一，讓前線醫護人員和任何

有機會接觸新型冠狀病毒的行業人士能夠得到更完善的職安健保障。

最後，筆者衷心希望香港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能夠儘快結束，並祝各位讀者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 有關中心的建議和立場書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www.hkwhc.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02/position_papers_20200130.pdf

https://www.facebook.com/198839290155808/posts/29437198290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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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相信這對不少人來說都會是個難忘的數字，對社會各界包括勞工及福利界、僱主、

以至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僱員亦然，當中可能牽涉催淚彈或汽油彈飄入不同工作場所，如店鋪、商場、

港鐵站、醫院等，受影響的勞動人口難以估計，不少工會和組織均對僱員工作時的健康與安全感到

憂慮。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數十年來一直關注勞動人士的職業健康，在新一年的開端，我們邀請到幾位

專家，包括前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余德新醫生、職業及環境醫學專科醫生盧

俊恩醫生、兩位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前會長林樹佳先生及錢棣華先生、以及註冊安全主任協會

顧問及前會長梁超明先生，從專業角度分析社會近期最關心的以及最容易被忽視的議題。

社會事件與現行職安健法例的關係

催淚氣體是一種催淚性刺激劑，根據網上資料，其中一種較常用的化學成份為「氯代苯亞甲基

丙二腈 (2-chlorobenzylidene malononitrile, C10H5ClN2 )」（簡稱 CS），不少人相信亦是近日香港警方

所使用的催淚氣體的主要成份。催淚彈透過加熱方式或爆炸等方式，釋放裝填在彈體內的催淚劑，

並以煙霧或微細粉粒散播到空氣中。該成份能刺激眼睛及呼吸道，有強烈噴嚏和催淚作用，更會引

起皮膚過敏甚至發炎反應 [1][2]。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倘若僱員或前僱員患上某種疾病，

而相信該疾病是由特定職業引致的均會被界定為職業病，甚至可向僱主尋求賠償。翻查附表 2 所載

的「須予呈報的職業病」，當中部分於近日社會事件息息相關，以第 40 及 41 項為例，因從事「涉

及暴露於足以刺激皮膚的塵埃、液體或蒸汽中的職業」而被診斷患上皮膚發炎或呼吸道發炎的人士，

例如在衝突現場採訪的記者、進行善後工作的清潔人員等，若在工作期間和工作後出現上述病徵，

理論上也應被分類為職業病來處理。

然而，在現實世界卻是知易行難，皆因大部分患者喪失工作能力為期均不超過三天，以及未有

出現永久傷殘的情況。盧醫生指出：「香港的勞工法例往往過於側重於急性及嚴重的疾病，面對慢

性疾病則較弱。以呼吸道發炎如咽喉炎為例，這屬於非常普遍的臨床病徵，可以由很多物質所引發，

所以雖然催淚氣體能導致呼吸道不適乃社會上已達成的一致共識，但在診斷過程難以判斷病徵是否

能與催淚氣體連上直接關係，同時患者的接觸劑量及時間亦無法準確地計算，故此，若有關案例未

能有效地被分類為職業病，要循民事索償方向追討賠償也存在一定難度。」由此可見，香港法律對

於僱員的保障仍有很大改善空間。余醫生則建議，如任何人士因在衝突事件期間因工作原因吸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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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化學品，並因而休假多於三天或構成永久傷害，應到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作進一步診斷及

治療。本港不少機構亦設有職業醫學專科醫生顧問服務（如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為懷疑因工作關

係過量吸入化學品而患上職業病的人士提供專業意見。

面對社會不穩，僱主應如何制訂合適的緊急應變措施？

就僱主而言，根據《職業安全與健康條例》，僱主有責任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但從近期的事件可見，空氣污染物飄入了不同工作場所，但不少僱員反映管理層反應遲緩，較好的

或許能在隔天啟動應變機制，部份甚至表示「公司事後甚麼緊急事故應變措施也沒有公佈」，顯然

與相關法例相違背，也反映著香港的機構在應變措施方面存在莫大漏洞。

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甚少發生類似的事件，所以在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僱主或許可以用「事出

突然」或「缺乏專業資訊」來推搪自身的責任，但經過半年以來多次的教訓，有關風險早已變成是

可以預期的，擁有豐富職安健管理系統策劃和運作經驗的梁先生認為：「雖然現時所得的資訊仍然

非常有限，僱主採取額外的預防及控制措施仍然是合理、可行的。香港大多數公司和機構都沒有專

門針對外部可疑危險氣體襲擊的危機管理計劃，他們或許制訂了處理內部有害氣體洩漏的計劃，例

如大學和醫院實驗室內部化學物質的洩漏，但也是針對一次性的突發事件，而非長時間反覆暴露。

僱主應積極採取應對措施，例如可在商店內配備合適的口罩供員工使用，以備不時之需。」

另一方面，不少僱員反映僱主在安排他們撤離方面缺乏彈性，由於過往

沒有相關指引或遲遲未能獲得上級指示離開現場，導致部分僱員因害怕被扣

上「擅離職守」的罪名而受責罰甚至革除職務，明知該處存在衝突仍然繼續

留守，卻令自己身陷險境。面對這問題，盧醫生則認為僱主應體恤其員工以

及將員工的安全置於首位，當遇上衝突時容許員工按實際情況判斷是否需要離開現場，並暫時豁免

他們因離開工作崗位而受到處分，及後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共同處理善後工作。具體而言，身在戶

外的則應躲往安全地方，而身在戶內的則應將工作場所轉為密閉模式，關上所有窗戶及鮮風系統，

另外亦可以毛巾塞住門縫，以免化學物質通過鮮風口或罅隙進入。

而當附近狀況已經回復正常以後，僱主應聘用專業清潔公司前來進行清潔，若員工需自行清理

化學品殘餘物，林先生及錢先生則提出以下建議和注意事項：

1) 在正式開始進行清洗前先使用高效空氣過濾〈HEPA〉或超低穿透空氣過濾（ULPA）吸塵機

去除殘餘催淚物質，減低物品表面濃度 [3]；

2) 清洗時必須由上而下有系統地順序清潔受污染的地方。由於殘餘催淚物質是固體粉末，較空

氣重，由上而下清潔可以防止已清潔的地方再受污染；

3) 應使用大量鹼性清潔溶液進行清潔，但切記不應重覆使用同一桶水來清潔受污染的地方，以

免殘餘催淚物質重新被帶回到環境中，造成二次污染；

4) 過程中必須穿著完整個人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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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才是正確的個人防護裝備？

當談及前線工作人員的個人防護裝備，這亦是近日一直備受社會關

注的議題。從各大傳媒及報章可見，不少食物環境衛生署外判清潔公司

在清楚知道僱員的工作環境必然存在催淚化學物的情況下沒有為其員工

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以及妥善配戴的守則，甚至赤手空拳上陣的畫

面亦絕非罕見。林先生指出，不論該等化學物品對人體造成的影響是短

期還是長遠、重大還是輕微，清理時也必須穿著全套個人防護裝備，當

中應包括一次性全身防護工作服、丁腈橡膠製成的手套、抗化學品工作

靴、能有效阻隔粒子的 N-95/N-100 口罩或附有 HEPA 的呼吸器、與及能阻擋污水飛濺的眼罩。此外，

他亦表示當中比較容易為人所忽略的步驟是穿好後的功能測試，例如配戴呼吸防護具時需先進行緊

密度測試、檢查濾罐狀況等才能讓其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另外再脫下及棄置保護裝備時亦須加倍小

心，免得到頭來功虧一簣。

社會各方面應如何合作，同謀出路？

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予僱員乃屬香港法例下僱主的一般責任，要知道工作環境是否健康及

安全，僱主需先了解工作場所內含的空氣污染物為何，以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為例，大學

管理層均主動在校園範圍內收集泥土、水質、空氣等樣本以評估環境污染物對進出校園範圍人士的

潛在健康影響。然而，在香港的機構一般只屬中／小型機構，難以有充足資源進行環境風險評估，

故勞工處及職安局在提供有用資訊實在責無旁貸，好讓僱主能充分盡其責任，如情況許可，亦應廣

納社會上不同範疇專家的意見，例如化學家、學者、職業衛生師等等，以填補資訊上的不足或漏洞。

另一方面，余醫生、盧醫生及梁先生均認為學術機構可考慮主動進行相關研究和監察，例如從因吸

入催淚煙而而患上長期或慢性疾病的人士方面入手，以進一步評估催淚煙對健康的影響。

最後，社會需眾志成城、群策群力尋找出路才能讓每一位僱員在健康、安全的環境內工作，與

家人好友分享每一天努力耕耘的成果。

[ 資料整理：黃凱琪 ]

參考資料

[1] CS Gas (2-chlorobenzyl idene malononitrole) General Information. Avai lable: https://assets.
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 le/752892/
CS_gas_GI_PHE_311018.pdf.

[2] COMPOUND SUMMARY 2-Chlorobenzylidenemalononitrile. Available: https://pubchem.ncbi.nlm.
nih.gov/compound/2-Chlorobenzylidenemalononitrile#section=Boiling-Point. 

[3] Tear Gas Cleanup Procedures https://cleanfax.com/diversification/tear-gas-cleanup-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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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發出有關 2019 年上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狀況

（CB(2)371/19-20(03) 號）的文件指出，香港於 2019 年上半年由僱主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在工作地

點發生的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三天以上的職業傷亡個案（包括工業意外及非工業意外）數目為 16,670 宗，當

中分別有 121 宗致命個案及 16,549 宗受傷個案；而 2018 年同期的職業傷亡個案的數目則為 16,811 宗，當

中分別有 106 宗致命個案及 16,705 宗受傷個案。

從表面數據看來，受傷的個案數字有所下降，但這個數據是否切實反映實際的工傷情況呢？ 對於一些高

危的行業如建造業，一直以來都會聽到工友談及安全記錄會影響工程的投標和購買勞工保險的費用，不少僱

主因而會用不同的方法處理工傷個案，如私下與工傷工友和解、或是不承認工傷等等，盡量避免向勞工處呈

報工傷個案。當個案被揭發時，大部份僱主都聲稱因一時疏忽而沒有呈報工傷個案。

呈報工傷後，工傷工友可以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在工傷病假期間得到工傷病假錢的經濟補助，以及在僱主

按僱員補償條例支付的醫療費用下，接受診治。若僱主不報工傷，工傷工友不但有機會因延誤治療而引發其

他問題或後遺症，同時更影響到工友在工傷期間所獲得的經濟援助。因此，僱主若能將心比己，盡快呈報工

傷，相信定能讓工傷工友的健康及康復獲得保障。與此同時，「私了」這個處理手法已出現了很多年，勞工

處有否就這情況訂立措施去阻止或盡量避免 ?

在香港，職業傷病預防的工作主要是由勞工處又或是根據《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成立的職業安全健康

局肩負的。多年來，上述兩機構以宣傳推廣及教育培訓為主線工作。在 2018 及 2019 上半年，勞工處透過更

新或制定新指引、推出資助計劃、修訂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內容、加強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宣傳等工作，

意在進一步提升僱主及僱員的安全意識。環觀近年的工傷個案，數字都是維持在三千多宗左右，沒有明顯的

上升或下降的情況。驟眼看來，好像是現行預防教育工作已發揮出理想的成效。

但與其他發展國家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相比，實在有負國際先進城市之名。多年來，香港的職業傷病預

防手法着眼於宣傳推廣和培訓教育。但從來沒有就意外的成因作深入考究、亦沒有制定具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而每年檢討職業安全健康預防工作的成效時亦只着眼於當年的數字有否升高或下降，從未前瞻性地訂立任何

的策略，亦未有訂立任何可量化的目標。

工傷及職業病的預防工作對每一位在職人士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改善現行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

除沿用多年的宣傳教育和培訓外，勞工處應該改善現時工傷呈報機制及內容，減少出現「瞞報」、「漏報」

的情況。透過密切監察、恆常的檢討制度和訂立可量化的長期和短期的發展目標，才能有效降低香港的職業

傷亡數字。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註：表格內容來自香港立法會文件 CB(2)371/19-20(03) 號

註：表格內容來自香港立法會文件 CB(2)371/19-20(03) 號

對比 2018 年上半年數字，2019 年的受傷數字有輕微下降，但死亡數字則由 106 宗增加至 121 宗，即

14.2%。

職業傷亡個案數字

建造業的工業意外數字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致命個案宗數 210 177 203 227 218 106 121(+14.2%)
受傷個案宗數 37 313 35 675 35 565 35 404 35 746 16 705 16 549(-0.9%)

總數 37 523 35 852 35 768 35 631 35 964 16 811 16 670(-0.8%)
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 12.8 12.1 11.9 11.8 11.8 11.0 10.0(-1.0%)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致命個案宗數 20 19 10 22 14 6 7(+16.7%)
受傷個案宗數 3447 3704 3710 3880 3527 1694 1447(-14.6%)

總數 3467 3723 3720 3902 3541 1700 1454(-14.5%)
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 41.9 39.1 34.5 32.9 31.7 28.7 27.7(-3.6%)

2019 職業安全健康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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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專題（一）

香港自 2019 年 6 月至今，由修訂《逃犯條例》所引起的社會事件仍未得到妥善解決。受香港

政治社會氣氛影響，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經濟及就業狀況下，對工傷康復工友重投社會工作亦來了

不同的困難及影響。

市場經濟氣氛轉差 失業率上升 職位空缺減少

過去十多年，受惠於大量旅客訪港，香港旅遊業及相關行業的增長強勁，為香港帶來不少的經

濟效益。自去年 6 月起，受香港政治社會氣氛影響下，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 2019 年 11 月的統計，

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跌，對比 2018 年同期下跌了接近 50%。由於旅客減少，直接影響了市場經濟

及就業氣氛，首當其衝為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發表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整體失業率上升至 3.2%。

自 6 月起，失業率由 2.8% 逐步上升。以各行業比較，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的失業率進一步上升至 5.2%。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更上升至 6.2%。雖然這

些行業並不是工傷工友轉職的熱門行業，但受持續經濟氣氛低迷影響下，對各行各業的影響亦陸續

浮現，如：公司結業潮、縮減人手、減薪等…各公司對於招聘人手方面亦越趨審慎。由於失業人數

持續上升，部分的失業人士亦會考慮轉投其他的行業，對工傷工友而言，在尋找新工作時，同時亦

多了一批競爭對手，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求職壓力。

中心多年來為工傷工友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為他們接觸及開拓僱主網絡，及提

供就業機會。過去數月，與旅遊相關服務業的僱主亦向中心表示他們暫時停止招募

人手，沒有職位空缺。由於就業市場的職位空缺減少，以致工傷工友可選擇的工作

亦減少了，工友未必可以選擇心儀的工作，或因經濟問題而考慮尋找其他工作。

工傷工友重返工作的信心

工傷工友受傷後，因傷患及體能的限制而需要轉行及尋找新的工作。工友要適應新環境及新工

作，其重返工作的信心本已不太高。透過提供的再培訓課程、就業支援，中心積極協助及鼓勵工友

提升重返工作的信心。但由於受近期的社會事件影響，工友在尋找新工作的時候，屢遇挫折。有部

分工友表示在過去數月，一直也未能成功尋找合適的工作，令他們感到十分氣餒及挫敗。一方面他

們明白社會經濟轉差，而他們亦擔心因傷患的問題而削弱了其就業的競爭力。加上，最近由社會事

件而衍生的交通及社會安全問題，亦影響工友外出的意欲。以上的各種因素，直接及間接影響工傷

工友重返工作的信心。

總結

由社會事件所衍生出來的經濟的問題已陸續浮現，不少的行業，如：旅遊業、零售業、酒店業

等…亦開始因虧損而出現減薪及削減人手等措施。假若香港的社會事件仍未能妥善解決，預計整體

經濟將繼續轉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將會面對更大的壓力。香港正處於艱難的時刻，工傷工友面對

就業方面亦遇到不同的困難及影響。工傷工友除了積極自我增值，提升其競爭力外，中心的就業支

援及選配服務亦可協助工傷工友提供額外的支援，希望可為工友尋找合適的工作，協助他們早日重

投社會工作。

[ 資料整理：何曼婷 ]

持續的社會事件

　　　對工傷康復工友就業的困難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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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是一名倉務員，她的工作包括：點存及整理貨倉的貨物、跟進貨單、預備出貨的貨物，

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需要處理及搬運貨物（文具及家品），及少量的文書工作。2016 年 7 月 26 日，

她於搬運貨物時不慎扭傷腰部，當時她的腰部動彈不得，需由救護車送到屯門醫院急症室診治。

經急症室醫生檢查後，X 光結果顯示腰部沒有骨折，醫生給予她一些止痛藥及一星期的病假休息。

一星期過去，由於陳女士的腰部痛楚持續，而她有感身體未能應付工作，於是再到急症室及普通

科門診求診，醫生亦簽發病假並轉介物理治療。於是，陳女士便開展她的康復治療。2016 年 11 月，

她於醫院接觸到中心的就業支援服務單張，並主動聯絡中心了解有關的服務。

早期工傷康復介入

陳女士於 2016 年 11 月初次聯絡中心，當時她是受傷後約四個多月，在醫生的轉介下，她正

在接受康復治療。她首先接受物理治療，而職業治療亦安排於 2017 年 1 月開始進行。個案經理與

她進行首次面談後，了解到陳女士當時最擔心是個人的身體康復狀況，因當時她的腰部受痛症的

困擾：每次步行或站立也不能超過 30 分鐘、只能搬運不超過 10 公斤的重物，而且不能進行彎腰

等動作。由於她的工作需要體力勞動，一般要搬運 30 公斤的貨物，她擔心自己的體能未能應付原

有的工作，亦明白她的公司沒有任何輕工的工作，公司會在她的工傷完結後解僱她，因而需要尋

找其他的工作。個案經理與陳女士進行了康復輔導，讓她了解傷患康復的過程及階段和不同的康

復治療的功效，也鼓勵她努力鍛鍊身體、保持適量的社交活動及保持正面的情緒。至於復工的事

宜，個案經理亦向她講解了不同的復工路向及可提供的就業支援。輔導的過程中，讓陳女士多明

白及掌握其身體康復及復工事宜等，以減低她的憂慮，有利她的康復。

跨專業介別的溝通

經陳女士的同意下，個案經理亦主動聯絡她的康復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亦針對她的工作而制定鍛鍊的計劃，而陳女士亦非常努力去鍛鍊身體。然

而，三個月過去，她的身體仍未能康復至原來的狀態，雖然她的身體已有較

大的進步，她可以搬運大約 15 公斤的重物、可以應付彎腰的動作，而且可

以步行或站立約 45 分鐘。但由於她的工作需要較多的體力勞動，經常需要

搬運貨物（約 30 公斤），職業治療師亦不建議她重返原有的工作崗位，提議她可嘗試尋找其他較

輕巧的工作。

陳女士自受傷後，於普通科門診求診。醫生收到治療師的報告，得知她的康復治療將要完結，

醫生亦建議她嘗試復工或尋找新的工作，簽發了一星期的病假給她，並於病假紙上備註了一句 “建

議安排輕工工作＂。

討論重返工作的計劃及就業支援

陳女士早已有心理準備，她的體能或許未能應付工作的需要，她會考慮辭去工作，因她不希

姓名：陳女士        年齡：53 歲        職業：倉務員（文具及家品）              

受傷日期：2016 年 7 月 26 日         受傷部位：腰部扭傷

康復專題（二）

職業：倉務員（文具及家品）

工傷康復個案管理—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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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因勉強工作而再次受傷或加重傷患。但醫生突如其來地建議她復工，令她有點措所不及。即使

醫生寫了「輕工」的建議，她心中還是覺得沒有太大的幫助。

由於陳女士有感個案經理直接聯絡她的僱主好像不太好，加上她表示公司應該沒有輕工，所

以她希望自己與公司溝通有關工作安排或辭去工作。個案經理便與她模擬練習怎樣與她的僱主溝

通有關復工的工作安排或表達辭職的意願。

最後，陳女士與她的上司溝通後，她的上司建議她於病假完結後，便如常復工，他們會再想

想安排什麼工作給她，並告訴她不需要她擔任搬運的工作。雖然她不知道上司會安排什麼工作給

她，但她亦沒有主動提出辭職，打算嘗試工作。

復工後，上司告訴她的新工作安排，她只需要跟進貨單（文書的工作）、預備出貨的貨物及

與運輸司機的溝通，當中並不需要搬運貨物。對此工作安排，她亦樂意接受，認為自己可以應付到，

於是她於 2017 年 3 月中便開始復工，過程中亦非常順利，及後亦沒有再次到普通科門診求診，而

她已於 5 月中完成判傷。可是，於 6 月初她的公司出現了裁員潮，共有五名員工被裁，而她是其

中的一名，她失去了工作。對此安排，陳女士沒有太大的負面情緒，她亦打算重新再找工作。由

於她過往一直從事飲食業及倉務員等工作，她擔心身體未能應付。最後，個案經理轉介她參加了

一個協助工傷人士轉職的課程，協助她計劃及尋找新的工作。完成課程後，個案經理亦介紹了一

份新的工作給她，讓她於醫院擔任保安員及停車場收費的工作。陳女士接受了這份新工作，而入

職後，她的新上司對其工作表現及態度予以嘉許。

能夠重返原本的工作崗位是最令工友感到高興的事情！然而，當面對僱主突如其來的舉動，

中心多元化的服務配套可協助工友重新定立工作目標及重投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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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本港多個大型運輸及基

建項目、與及地區舊式樓宇的清拆重建和維修活化計劃的廣泛開展，令全港各區的工程數目大幅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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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區和各界人士對包括矽肺病和石棉沉着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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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連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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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戶和其他人

士對這些危害的認識，從而保障他們的健康。

計劃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目標對象：

‧ �受僱於建築地盤、樓宇裝修維修及拆卸工程的
前線建造業工人，包括現職工人和新入行學徒

‧ �計劃安排或正在進行樓宇維修、拆卸等工程的
舊式樓宇業主和住戶，與及提供相關工程的建
造業工人及承建商

計劃活動：

‧ �「預防社區及職業性肺塵埃沉着病推廣大使」培訓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專題講座

‧ 建造業工人註冊處和建築工地巡迴展覽

‧ ��肺塵埃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病症個案轉介服務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全方位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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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線

第二十五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剛於較早前的 12 月 15 日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正式閉幕。引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述，作為針對如何更有效控制和改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的國際首腦級會議，是次會議的結果可謂「令人失望」。雖然會議因進程緣故而延長，較原定在

13 日結束的日程延後了約 40 小時，但最終近 200 個與會締約國，仍未能就被視為本次峰會核

心議題的《巴黎氣候協定》中的市場機制問題上達成共識，令近年備受熱烈討論的「碳排放問題」

及其延伸的國際間買賣情況，或須留待下次會議才可再次得到更多和進一步發展。

環保議題在過去十多年間愈來愈得到人們所重視，以香港來說，從早年的循環再用和回收、

珍惜用水、減少進食牛肉、淘汰老舊柴油車輛等，到減少使用石油產品、引入純電力車輛和混能

車，甚至近一兩年非常流行的「走塑」行動（指「停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無一不是與保護地

球環境資源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至於「碳排放問題」又是什麼？那便需要從「全球變

暖」開始討論。

經過科學界數十年的監察、統計和計算分析，發現全球的平均溫度

自數百年前至今正以幾何級數上升，而 1983 至 2012 年更被稱為「北半

球在過去 1400 年來最暖的三十年」。大幅度的溫度變暖不單影響陸地上

的生物和環境，亦令海水溫度出現變化，導致極地的冰塊融化加劇、海

平面上昇而令沿海的低窪地逐漸被淹沒、海洋生物不適應而減少，甚至

絕種等問題。而科學界認為此問題與大量「溫室氣體」的被產生和釋放到大氣環境中、令地表的

熱力未能有效地散發至外太空以及降溫有關，當中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此類氣體因著燃燒石

油燃料和高度集中圈養的動物，例如牛隻養殖過程而產生；根據《巴黎協定》，若人類不能在本

世紀末限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在 2°C 以內，有機會令人類和其他生物均面臨未來更嚴峻的變化，

可以說是「刻不容緩」。

那麼氣候變化又跟職業健康安全（「職安健」）有什麼關係呢？原來氣溫上升會大大增加極

端天氣出現的機會；由於全球的溫度和雨量分佈的不平均，天氣起了變化造成了例如暴雨、雷暴、

颱風、氣溫等驟變現象，引致世界各地容易出現更多洪水或旱情、熱浪或冷鋒。觸目所及有因強

風而導致被吹倒的樹木，滿地瘡痍，甚或建築物倒塌的情況。「厄爾尼諾 (El Ni�o)」和「拉尼娜 (La 

Ni�a)」就是在氣候變化加劇裡其中變化較為顯著的，亦最為人所熟悉的天氣改變現象。如前所述，

科學家早已發現隨著氣溫上升，令全球炎熱地區，天氣變得更為酷熱，直接導致更多人受到影響。

在職業健康方面來說，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會有更大的風險，容易出現緊急性的中暑等熱疾病；

或是由於過度排汗而令血液成份和血壓情況變化，增加了慢性心血管疾病的急性病發風險。無疑

此也會令本已人口老化的香港勞工更有百上加斤的感覺。

此外，不穩定天氣亦令戶外工作者的工作過程變得更為複雜和危險，增加他們因天雨滑倒墮

下、受到雷擊或被吹起的物品擊傷等風險，過往本港亦曾發生多宗這類型的工傷事故，部份甚至

導致人命損失，實在令人婉惜。而本港低窪地區在颱風暴雨期間出現水浸、前線救援人員須冒自

身安全風險進行拯救的畫面相信讀者們仍然記憶猶新、彷彿就在眼前。而在 2018 年 9 月在太平

氣候變化問題對

職業健康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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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形成並在稍後期間直接吹襲香港的超強颱風「山竹」，雖說經歷過之前一年的「天鴿」吹襲後，
社會各界應已有及早準備，但其造成的破壞仍可說再次為本港帶來重創，而再三突顯出本港不少
公司機構未能制定完善的「惡劣天氣工作安排」，萬幸的是及後未有收到相關的人命事故報告。

與此同時，更多地區變得溫暖亦有利於昆蟲和細菌、病毒等微生物的滋生，令人們更易於患
上各類型的疾病。為了應付蟲害，農藥或殺蟲劑的使用會更頻繁和大規模。這麼會增加了生物危
害和化學中毒的可能。空氣溫度上升亦會使環境的空氣污染加重：例如全球暖化下，地表的臭氧
濃度增加；又由於平均溫度升高，溶劑等化學物的揮發程度也提高了。化學品在空氣的暴露量增
加了對人體健康的直接影響。

但是，在面對日趨炎熱的環境，現代化的社會卻更依賴於在室內使用冷氣 系統，不單嘗試
將內裡的熱力排到大氣中，更因使用電力而進一步增加來自發電設施的本港主要「碳排放」，可
謂火上加油、雪上加霜。為了改變惡劣的情況，我們要積極考慮使用綠色或再生能源代替，解決
持續的問題，以及避免產生其他危害，甚或採取昂貴的方法去糾正先前不利的條件。

當然，改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並非單靠某個人或者某個國家地區可以解決的
事宜，而且亦有漫長的道路要走、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然而，在放眼未來的同
時，我們亦要了解目前，重覆出現的惡劣天氣現象，早已對前線工作者的職安健
帶來威脅，僱主和管理層須有前瞻性態度：就不同的天氣現象，為工人及早制定
相應工作安排，以及認識和執行職安健的預防工作，亦即是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害的應對措
施，包括修改基礎設施政策和能源使用策略；與此同時，也要全面落實職業健康監察等項目，當
中的環境衛生評估和員工健康監測至為重要。此外，政府部門以及各業界仝人亦要在此議題上採
取更積極的態度，透過完善的政策和妥善執行，為僱員營造更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至於僱員也
要多留意自身四周的安全和遵守規定。只有多方同心，我們才能在風吹雨打的危險中讓香港的職
安健水平邁步向前！

[ 資料整理：王俊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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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退休專家訪談系列 ( 五 ) — 

林樹佳先生

上一期我們專訪了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前會長，職業衛生顧問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名譽

專業顧問錢棣華先生，他分享近年香港職安健傷亡數字維持不變的原因及大數據對職安健的影響。

今期，為了解香港職安健發展停滯不前的成因及對職安健未來發展的看法，我們十分榮幸能邀請

另一位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前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前處長林樹佳先生，

讓我們從不同角度了解香港職安健發展最真實的一面。

興趣驅使　走進職安健

林先生先後在勞工處、香港中文大學以及海外工作，見識甚廣。他在訪談中分享他如何踏上

職安健的事業。早在 70 年代末，林先生在大學修讀生物及化學系，畢業後認識了一位學習汽車維

修的朋友，從他口中得知，汽車維修導師指示他們使用白電油去除手上油漬，

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白電油無疑是可以去除油漬，但同時會刺激皮膚及呼吸道，

當時教授維修的導師沒有考慮白電油對人體造成什麼影響，便教導學員使用，

貪一時之便。林先生事後翻查化學教科書，發現書本上也沒有提及任何關於化

學品在職安健帶來的風險及影響。正因如此，令他萌起了解更多職安健知識的

念頭，不斷進修以探索新的知識，更與僱員工友站在同一陣線，走上一條與其

他畢業生不同的道路。

香港職安健發展的阻力

職安健三個字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政府所宣傳的職安健是否能有效減低工傷等意外呢？

而當中的阻力又是什麼？林先生認為政府在處理職安健的事宜上比較保守，在重大事故發生後才諮

詢不同持分者的意見，然後作出檢討的工作。然而，政府在處理勞工福利及職安健法例等事項需

要尋求勞工處、工會及僱主的共識，待各方一致同意才能呈交立法會做進入討論。但當中最值得

關注的問題是，若該議題未能達成一致同意便可能難以成事，間接令很多職安健的議題受到阻撓，

亦是職安健法例進展中的一大阻力。

另一方面，他亦認為政府應對於職安健保持更敏銳的觸覺，也覺得現時的職安健的法例及標

準並不足夠應付日常工作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就以化學品的安全標準為例，現時香港使用的職業

衛生標準 (OEL) 是參考自英國，但香港的最新更新已經是二千年初。放眼英國澳洲等地，相關的

標準會定期作出更新，早已跟香港使用的標準有所出入。經過時代的變遷，不只工種出現改變，

所使用的物料、工序，以及工作間的環境都跟以往有所出入，可見政府應該加強對職安健的觸覺

及前瞻性。他更舉例過往有工人在密閉場地中沼氣毒死亡，政府因社會壓力才作出修例，引入作

業期間要由合資格持牌人士完成風險評估，確保工作空間安全再由合資格核准工人進行工作。由

此可見，政府在職安健議題上需具前瞻性，應了解不同行業所帶來的風險及制定相應方案，並參

考外國例子加以運用，更重要的是審視現行法例，積極修補漏洞，避免慘劇出現。

再者，香港缺乏工會組織為員工發聲。放諸國際，林先生認為外國的工會勢力大亦較為主動，

會就工人的職安健保障慘遭剝削而舉行工會運動維護工人權益。相比之下，香港沒有類似的活動，

所以不論各行各業，香港的員工的權益及保障其實不大。他提到在澳洲工作的經驗，即使僱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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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了檢測員到工地進行危害檢測，事前也要先獲工會批准，工會會審視該名檢測員是否有偏幫僱主

等記錄，更會在檢測進行期間派出工會的安全主任一同進行檢測，確保過程無誤，最後檢測員要把

檢測結果公開匯報，確保不會偏袒任何一方。由此可見，工會是與僱主有著平等的關係，以保障僱

員的權益。反觀香港的工會正正是缺乏了這些要素，令本港工人的職安健權益容易遭受削弱。

政府宣傳力度不足

勞工處會相應不同工種提供對應的免費宣傳刊物，例如慎防中暑、筋肌勞損的預防、顯示屏

幕設備的使用以及近期推廣使用安全梯台等等，讓僱主及員工了解更多在工作間有機會面對的風險

及預防方法。其實勞工處不只限於製作刊物及單張作宣傳，更會為機構提供免費講座，直接教授員

工相關行業職安健的知識。但話雖如此，絕大部分機構均不清楚勞工處有提供免費講座，變相浪費

了勞工處的資源。事實上，現今宣傳的方式各式各樣，政府應與時並進，積極尋求其他途徑宣傳勞

工處所提供的免費講座服務，讓僱主及員工可更深入了解切身的職安健資訊。

另一方面，不少回應指勞工處的教學質素有所參差。林先生稱這是無可避免，但認為只要在

過程中講師所教授的內容和資訊是足夠的，問題不會太大。他覺得當中有參差的主要原因是每名講

師的教授方式不盡相同，即使大家的講義內容一樣，但不同導師都有自己一套的演繹方法，例如當

內容上有不詳盡的地方會加入自身例子作補充，或能夠在教授時營造適當氣氛來增加聽眾的注意力

等等，都能幫忙受眾吸收更多的資訊。相反，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講師在教授時語氣單調，缺乏肢體

語言，都有機會減低聽眾的注意力，影響教學質素。

新科技對職安健的影響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許多行業工種會隨年月轉變。舊有工種會被新的科技取替，同時亦有新

的工種冒起。到底這些新舊交替會否令職安健議題有所改變？又會否令人輕視新工種帶來的危險？

林先生直言工業轉型無疑減少了嚴重的工業意外，但新工種會衍生新的風險，所以潛在危險依然存

在。他舉例現今使用電腦的職業比以往增加不少，但電腦使用者大都不知道正確使用鍵盤及滑鼠的

方法，導致患上腱鞘炎的人數有增無減。另一方面，長時間使用錯誤坐姿工作亦會增加頸椎及腰椎

的壓力，日積月累造成筋肌勞損。這些問題看似無傷大雅，但事實上勞損是慢性累積的，容易令人

忽略，所帶來的後果輕則影響工作能力，嚴重的更可能引起傷殘，所以工種行業的轉型是不會減低

職安健在工作間的重要性。

放眼將來，他認為納米科技及 3D 打印技術是大勢所趨。譬如納米

科技可以生產衣著、藥物、日用品等；而 3D 打印則可印製器官及義肢

等。新科技無疑便利生活，但當中新科技所使用的物料，過程所牽涉的

步驟都可能隱藏不同程度的風險。根據食物安全中心風險評估研究報告

書指出，納米科技對人體影響現階段文獻不多，長時間對人體帶來的危害仍有待研究，但有證據顯

示納米粒子會改變體內的吸收和代謝，粒子更可以穿過細胞屏障對細胞造成氧化損傷。另一方面，

3D 打印過程會先將塑膠加熱，然後通過噴嘴噴出，造成模型，但在塑膠加熱的過程會釋出有毒物

質，飄浮在空氣中，被人體吸入有機會引發肺病，甚至會影響血液及神經系統。由此可見，新科技

無疑是一把雙刃劍，但要如何應對當中所帶來的風險，就有賴政府、僱主、員工三方面通力合作，

準備預防措施及應對方案，防患於未然。

[ 資料整理：何鴻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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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動態（一）

工健動態（二）

中心每年舉辦職員退修日，目的是藉不同的活動加強員工之間的溝通及合作精神。

本年度，中心參與由香港善導會天愛坊室內種植場舉辦的主題式導賞，透過機構職員的講

解及分享讓同事認識到有關室內種植技術及知識，亦有機會了解該機構所提供的多元化服

務。同時，機構為中心同事提供了不同的趣味工作坊，例如同事可以發揮創意親手製作不

同造型的香皂，或自行調配出獨特的花草茶，及後同事

更一同品茶度過悠閒放鬆的上午。

適逢職員退修日當日

臨近聖誕節，因此上午活

動過後，中心職員到酒店

享用自助午餐，亦設了交

換禮物環節，讓同事於歡

樂的氣氛之下一起提早慶

祝聖誕節。

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及大灣區建設行動方案內有

關推進大灣區工傷預防和康復合作機制，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於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10 日假座廣州華泰賓館舉辦

了《粵港澳大灣區工傷保險法規政策培訓班》，以向有關人員

介紹香港及澳門的工傷預防及康復制度、工傷保險及補償制度

等，同時研究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工傷保險合作的可行機制和模

式。本中心作為是次活動的協辦機構之一，我們協助邀請了五

位香港的代表出席講授相關的內容，其中包括有中心的董事會

主席余德新醫生介紹香港職業病的賠償制度，及中心

董事霍佩珠醫生講解香港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

會的工傷鑒定工作。其他香港代表的分享題目有：香

港工傷預防體系介紹、香港工傷醫療體系運作模式介

紹和香港僱員補償條例及工傷個案處理簡介。除了專

家的分享，是次培訓班也加插了研討交流環節，讓出

席的嘉賓和參加者可以就各地的經驗和合作構思提出

意見。

職員退修營

工健動態（二） 中心協辦

《粵港澳工傷保險法規政策培訓班》

主席余德新醫生介紹香港職業病的賠償制度，及中心

董事霍佩珠醫生講解香港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

會的工傷鑒定工作。其他香港代表的分享題目有：香

港工傷預防體系介紹、香港工傷醫療體系運作模式介

介紹香港及澳門的工傷預防及康復制度、工傷保險及補償制度

等，同時研究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工傷保險合作的可行機制和模

式。本中心作為是次活動的協辦機構之一，我們協助邀請了五

位香港的代表出席講授相關的內容，其中包括有中心的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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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 剪報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5/10 貨櫃場大象起重機撞死工人　半年第二宗　業界倡加強監管 明報

9/10 中國恒大地盤升降機　壓斃工人 明報

9/10 地盤裝車立突急墜　六旬工遭壓槽底亡 東方

10/10 工程車失重心　兩吊臂工墮地傷 東方

17/10 蓮塘口岸地盤意外　升降台重壓　女工臂骨外露 東方

18/10 維修工外牆洗冷氣　二樓墮斃 東方

24/10 地盤喉管鬆脫　擊傷兩工人 東方

25/10 噸重凍肉砸中　船工墮艙底亡 東方

26/10 塌天花擊中頭　南亞裝修工危殆 東方

2019.12 剪報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4/12 一日三工傷　工字鐵砸死工人 明報

4/12
噸重鋼板壓身　

復捱洗街車撞　25 歲仔命危
東方

16/12

行政樓爆電錶 自動收費跪低 

紅隧口大塞車 

男工疑觸電燒傷臉送院

東方

20/12 地盤工遭挖泥車輾斃 明報

21/12 女花王剪樹失足墮斃 東方

24/12
工傷奪命 建造業最多 
權益會促勞工處披露詳情 
警惕公眾

東方

2019.11 剪報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21/11 吸塵機爆炸　3 工人傷 東方

22/11 機場洗街車撞斃女工　司機危駕被捕 明報

22/11 機場航天城　洗街車輾斃女工 東方

日期

職安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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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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症範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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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費用

* 100 元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