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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致力推廣職業健康、預防工傷及職業病，保障僱員健康；我們並

推動職業傷病僱員重返工作及促進社區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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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其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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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的僱員得到職業

健康服務。

我們相信我們相信

˙ 生命及健康是無價的：工作應該以人為本，任何經濟及生產活動均須以保障及照顧從事

者的生命及健康為優先考慮；

˙ 政府、僱主、僱員、專業人士及其他社會人士可攜手合作，並彼此監察，促進職業健康

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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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的健康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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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讓僱員獲得尊嚴及滿足感，任何因工殘疾或

受傷患病的僱員都有權在復康後繼續參與投入社會活動及工作，重拾自信。

宗旨宗旨

抱負、使命及價值觀抱負、使命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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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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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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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受傷或患病的僱員及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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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重返工作及重投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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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問題，從而積極

及早糾正並改善有關問題；

˙ 職業傷病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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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

˙ 就工傷補償訴訟探討並尋找有利工傷僱員復康的方案及途徑。

˙ 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及培訓服務；

˙ 職業健康安全顧問服務；

˙ 職業傷病社區復康共融服務；

˙ 職業傷病就業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

˙ 社交心理調適及生活重整服務；

˙ 專業的政策研究、出版及培訓交流計劃；

˙ 職業健康及復康倡議計劃。

我們承諾我們承諾

我們推動我們推動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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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新醫生余德新醫生

主席獻詞主席獻詞

持續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令人感覺沉悶，亦改變了香港不少人的生活模式，大大減少了面

對面的接觸及群體活動；這對以人為服務對象的機構，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香港工人健康

中心（工健）亦不能倖免，各類服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疫情並沒有很快便過去，工健

亦開始了嘗試改變各類服務的手法，開發了更多的遠程服務及網上教育的途徑，盡量彌補因

減少面對面工作帶來的障礙；同事們的積極嘗試獲得肯定。

在大環境的沉悶氛圍中，職業健康安全的領域卻有一些新發展。專業團體二十年前首先

提出設立專為工傷僱員的復康及重返工作輔助服務，終於在施政報告首次提出四年後開始啟

動，預計未來數月內將接收首批服務對象，令人殷切期待。有了這些新設的專門服務，希望

因工受傷的僱員，不再需長時間輪候才能獲得合適的醫療照顧及對應的康復服務，亦可因有

個案管理及輔助重返工作的配套服務，可早日重返合適工作，重拾生活樂趣，重建自信及尋

回自己的價值！

這個政府主導的服務，只是一個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服務對像只局限於建造業僱員因

工受傷六星期後仍未能重返工作的一群，官方預計每年約有 1,700 人，即整個先導計劃預計

有 5,100 人符合納入資格。此外，每名參與計劃的工傷者只享有最長六個月的服務，如六個

月後仍未完成康復及重返工作，該計劃不會提供後續所需之照顧。我們奉勸有關當局盡早籌

謀先導計劃的後續工作，包括三年試驗期後如何延續專為工傷僱員提供的康復及重返工作輔

助服務（包括所需之資金及人力資源），如何將服務對象擴展至所有行業的工傷僱員，及如

何為已接受六個月特設之工傷康復服務而仍未能重返工作的工傷員工作出善後。我們亦熱切

期望各持份者，特別是工會及勞工組織，還有相關專業團體，持續關注工傷康復服務的發展，

以使所有因工受傷的僱員，獲得適時適切的全方位照顧。長遠而言，工健與其他專業團體較

早前建議設立的工傷復能復職基金，或以中央工傷保險制度取代現行的僱員補償條例，應是

達至長治久安之主流選項。

保障職業健康安全方面最近亦有新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不作為，政府建議將嚴重違反

相關法例的罰則提高，以收阻嚇之效。非常諷刺的是同時期香港卻接連發生多宗致命的職業

事故，再次顯示香港惡劣的職業健康安全境況！增加最高罰款只可視作聊勝於無，對改善香

港的職業健康安全作用不會很大；往例顯示法庭極少就違反相關法例而判以最高罰款，判處

相關責任者入獄更是極之罕見，加上法律程序複雜冗長，適時阻嚇作用不顯。有關當局應嚴

肅考慮，為一些明顯違反職安健條例的情况，訂下定額罰款的制度，以收即時阻嚇及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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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晞雯女士尹晞雯女士

效，就如現時通行的限聚令及口罩令。政府可邀請各持份者，包括專業人士、僱員及僱主代

表一起商討可制訂定額罰款之違反相關法例名單，如要求工人進入密閉場地工作前沒有採取

安全預防措施，或沒有為高空工作員工提供獨立安全繩及相連的固定點，可定額罰款十萬元

或以上（因人命相關），以誘使相關管理人士更積極依從法例要求，做好所需之預防措施。

長遠而言，香港工作場所的職業健康安全要得到徹底改善，首先要釐清責任所屬。不時

會聽到一個說法 – 職安健是每個人的責任，說來高尚，但現實的解釋是無人需要負責任！

提供一個健康及安全的工作場所，基本責任在僱主，因僱主是最有能力影響工作場所的設置

及運作，及能以公司內的規條管理員工在工作場作的行為。確保僱主履行職安健條例的責任

在勞工處，既被賦與權力及資源，因此對於香港差劣的職安健表現，勞工處確實有被問責的

必要，不能推搪逃避；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既然工作場所的職安健責任在於僱主，改善及

促進職安健水平的主要教育及宣傳對象亦應是僱主；現時香港不少僱主對職安健的無知及拙

劣表現，正正反影職安健宣傳及教育的失敗。職業安全健康局作為香港唯一法例賦權從事職

安健宣傳推廣的法定機構，掌控每年過億元的經費，在這方面實在責無旁貸！我們希望各方

盡快認清職安健的責任誰屬，並積極進行問責，以從速改善香港的職業健康安全，讓所有受

僱人士都能在健康及安全的環境工作，不需要再為賺取生活所需而犧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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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總幹事報告

自 2020 年起本港的疫情總是反反覆覆，令中心的實體活動、教育講座、培訓課堂、會

議等等的工作不時受到影響。執筆之時，疫情看似受控，但誰又能想到三個月前，香港市民

正在面對兩年以來最嚴峻的一波疫情，且情況之壞令我們的生活及工作充滿擔憂和消極？在

那段艱難時期，我必須感謝中心全體的同事努力維持服務，感謝董事會和服務對象的體諒，

也感謝各界的善長捐贈抗疫物資，給予中心支援。

累積了一年多疫情爆發時的經驗，中心在 2021/2022 年度更加倚重資訊科技和網上平

台去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資訊、教學和服務。在預防教育及推廣上，疫情影響了我們的團隊

親往不同機構和公司進行工作環境風險評估等的外展服務，但我們仍可運用遠程服務提供網

上教學培訓，或以視像會議提供基本的顧問服務。在康復工作上，我們一直著重與服務使用

者的面對面接觸。可是在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要求下，我們學會更靈活地提供服務，例如網

上形式進行小組活動、錄製短片作資訊分享等，務求中心與服務使用者的接觸不會受到疫情

所影響。當然，網上服務有其限制，並不能完全取代實體活動的體驗。於是中心爭取在疫情

較為緩和的時期盡量舉辦面對面的多元活動和面授課堂，一方面協助服務對象增值學習，另

一方面可以讓他們重拾社交生活。

整體而言，中心在過去一年，透過《同心共建職業健康文化工作間推廣計劃》、《預防

肺塵埃沉著病全方位推廣計劃》及職業健康預防教育講座等服務，向超過 2600 位前線在職

人士宣傳職業健康預防教育訊息，推動建立良好的職業健康文化；同時，我們以《重返職場

支援計劃》及《工傷人士社會融合復職計劃》兩項計劃為工作主軸，服務共超過 1800 位工

傷工友，為他們提供社區康復個案管理，協助他們重整生活、規劃及準備重返工作。

展望來年，我們預計仍然無法擺脫疫情所帶來的影響。面對疫情、社會的轉變與各種

新的挑戰，中心會繼續堅持宗旨，歇力為有需要的對象提供優質的服務和推動職業健康的發

展。

最後，我謹代表中心感謝過去一年支持工健工作的每一位，包括董事會全體成員、名譽

顧問、指導委員會委員、合作伙伴、慈善基金和各位善長。幸有大家的支持和指導，工健得

以在逆境中繼續前行。

尹晞雯女士尹晞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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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晞雯女士尹晞雯女士

週 年 大 會

董事會

總幹事 行政組

名譽顧問

職業健康教育
指導委員會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組 社區職業康復組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指導委員會

香 港 工 人 健 康 中 心 有 限 公 司香 港 工 人 健 康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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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余德新醫生

副主席：梁國輝先生

秘    書：陳漢標律師

財    政：盧俊恩醫生

成    員：杜武俊先生

周永信醫生

陳根錦博士

楊世模博士

霍佩珠醫生

劉健真醫生

盧許如玲女士

國際名譽顧問國際名譽顧問

Dr. Kazutaka Kogi
Dr. Glenn Pransky

何啟明副局長

吳秋北先生

林振昇先生

陳沛然醫生

郭家麒醫生

陸頌雄先生

梁智鴻醫生

潘兆平先生

蔡宏興先生

蔡海偉先生

鍾國斌先生

關尚義律師

名譽法律顧問名譽法律顧問

陳漢標律師

關尚義律師

名譽醫務顧問名譽醫務顧問

盧俊恩醫生

名譽醫學顧問名譽醫學顧問

何展雄醫生

熊良儉醫生

霍佩珠醫生

名譽專業顧問名譽專業顧問

核數師核數師

林樹佳先生 

錢棣華先生

黎建斌先生

甘振剛先生

廖榮定先生

董事會董事會 名譽顧問名譽顧問

董事會及顧問董事會及顧問 (2021 至 2022 年 ) (2021 至 202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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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

職業健康教育服務職業健康教育服務

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

社區職業復康服務社區職業復康服務

指導委員會指導委員會

主    席：杜武俊先生

委    員：余德新醫生

周永信醫生

何森宏先生

陳根錦博士

郭啟謙醫生

楊世模博士

黎建斌先生

盧俊恩醫生

謝立亞教授

錢棣華先生

梁超明先生

主    席：梁國輝先生

委    員：林楚賢醫生

余德新醫生

周永信醫生

盧俊恩醫生

黃啟傑先生

鄭樹基博士

熊良儉醫生

盧許如玲女士

霍佩珠醫生

蘇明來先生

蘇俊龍博士

胡存孝先生

李艷芬女士

關    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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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名錄人事名錄

總  幹  事：尹晞雯

項目經理：王俊鈞

    鄧敏儀

高級項目幹事：何曼婷

項目幹事：何鴻業（至 2022 年 1 月）

甄媛妍（至 2022 年 1 月）

梁曉彤

邱銘揚

初級行政秘書：劉嘉琪

會計文員（兼職）：梁雯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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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冠肺炎病毒持續影響全球。雖然，香港的疫情曾經一度穩定下來，可 2022

年初因變種病毒 Omicron 的快速傳播，令本港的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中心的服務及工作也無

法倖免受到影響。然而經過兩年的時間，中心已有經驗應對疫情和利用資訊科技提供網上

的服務。在 2021/2022 年度，中心繼續致力為服務對象提供所需的服務與支援。

本年度的疫情起伏不定，但中心在得到贊助機構的鼎力資助下仍竭盡所能，透過不同

渠道及模式為機構和服務對象提供多元化的職業健康推廣服務。本年度，中心主力推行的

服務有：

1.《同心共建職業健康文化工作間》推廣計劃：

作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三年資助的第二年，中心繼續為不同的非牟利社會服務

機構推廣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及管理服務，藉著兩個階段，一方面加強機構管理層

與前線員工的互動和溝通，建立良好的職安健文化以持續提升機構的職業健康狀況，另

一方面則透過培訓內部職安健大使，提高機構職安健管理系統的可持續性。

˙ 基礎計劃

中心在本年度為 6 個社會服務機構單位提供工

作環境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和超過 110 名前線

員工舉辦參與式職業健康培訓；與此同時，中

心亦藉著 8 次展覽向市民大眾宣傳員工參與推

廣職業健康的資訊。

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服務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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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計劃

「內部職安健大使培訓工作坊」是專門為已完成「基礎計劃」的機構而設，透過深度

培訓讓職安健大使能協助機構規劃與持續發展其職安健。中心在計劃期內開辦了一次

「大使培訓工作坊」，讓分別來自不同機構的參加者進一步了解日常職安健管理知識

和技巧；而參加者在完成課程後亦在本中心導師的指導下，為其所屬機構籌劃了職安

健培訓或活動。此外，本中心亦在此計劃下舉行了數場專題講座，與不同機構的管理

層分享職安健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2.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全方位推廣計劃 2021：

為更有效提升建造業工人、社區及各界人士對矽肺病和肺塵埃沉着病的關注，本中

心繼續得到基金會的支持和贊助，與建造業總工會合作為前線建造業工人、進行樓宇維

修拆卸工程的承辦商、新入行學徒、舊式樓宇業主和住戶、少數族裔等提供多元化的肺

塵埃沉着病預防資訊宣傳及推廣，以「全方位」角度加強宣傳滲透力度，以冀減少本港

日後患上此等疾病的人數。

在過去一年，本計劃共培訓了約 110

名「預防社區及職業性肺塵埃沉着病推廣

大使」，及與超過 1100 位來自不同地區

和建造行業的工友宣傳了預防肺塵埃沉着

病危害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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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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3 份）

工作環境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19 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 實體 ) 1078（37 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 ( 線上 ) 346 （12 次）

職業健康研究 1 次

職業健康展覽 6200 （8 次）

3. 顧問服務：

本中心應機構團體的邀請，不時為各界伙伴提供專題講座或深入培訓工作坊，並參

與其內部的職業健康安全推廣工作，鼓勵機構管理層和員工之間更主動地溝通和積極參

與職業健康改善。雖然疫情對中心和外界的服務提供帶來了頗大程度的限制，但本年度

中心仍有為一些社福機構轄下的多個服務單位提供工作環境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和顯示

屏幕設備風險評估，並列席於不同機構的內部職安健委員會會議提供顧問服務。

4.《職業健康》出版：

本中心在今年內共出版了六期《職業健康》，向社會大眾介紹不同的職業健康議題，

並緊貼國際社會上的大小職業健康活動，與廣大讀者分享外界成功的經驗。另外，中心

亦訪問了多名不同領域的職安健專家並將其經驗編輯成專訪連載於刊物內，藉此讓本港

普羅大眾對中心及香港過去的職安健發展有更多了解和認識。



14

1. 職業傷病康復熱線：

中心的職業傷病康復諮詢熱線並不受疫情的影響，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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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疫情下仍繼續開放為工傷職業病患者

及懷疑因工作而引起勞損的在職人士提供定期預約的醫療康復諮詢服務。

3. 職業生涯導航證書課程：

中心與僱員再培訓局合作，自 1994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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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學員完成有關再培訓局課程後積極協助他們尋

找合適的工作，鼓勵他們重投社會。除了為職

業傷病康復工人提供課程外，中心負責就業的

服務報告服務報告

多年來，中心一直以「個案管理為基礎，服務項目為輔助」的方向運作，讓每一名求助

的工傷工人都能夠統一由一名康復個案經理，以個案管理模式作深入的康復跟進，並於不同

的康復階段提供適當的服務配合。中心提供「工友為本」的面授服務或點對點的外展服務，

以協助工友重投工作和重返社區為工作目標。

「勇於嘗試、突破框架」正好用來形容中心社區職業康復服務的工作。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開始，一些外展服務，如到醫院進行的講座及外展諮詢服務至今依然未能恢復，這對中

心招募新的工傷個案造成重大的影響。在疫情稍為平穩的時期，中心把握時機，積極舉行實

體活動如：培訓課程、小組活動、心理社交調適活動及戶外活動服務等。縱使工傷工友對於

參加網上活動抱觀望態度，但中心明白服務必須跟隨時代的進步，而網上媒體是一個良好的

渠道去發放訊息。因此，社區職業康復團隊製作了一系列的工傷康復教育短片及服務分享。

與此同時，團隊更善用通訊軟件及社交媒體作服務宣傳。隨着 2022 年 1 月的第五波疫情，

中心立即作出相對應的行動，舉行網上課程和網上講座。

在這一年，中心仍然致力維持核心的服務，並在艱難的時刻繼續推行不同的計劃：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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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亦會定期聯繫僱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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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至 2022 年期間，中心於疫情稍為緩和的月份成功開

辦面授課堂。

6. 重返職場支援計劃

中心獲得「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慈善計

劃」的資助推行為期三年的「重返職場支

援計劃」。計劃主要讓工傷工友在病假仍

未結束時，開始為自己重返職場作出準備。

本年為計劃開展的第二年，中心一共舉行

了 6 次的班別。課程的內容包括 : 工傷康

復知識、就業市場資訊及求職準備等，更

4. 社交心理調適 – 教育講座及小組活動：

本年度，中心進行了 7 次的教育講座

和小組活動，透過教育資訊和分享環節為

面對工傷困擾工友提供情緒支援。而因應

疫情，中心除把講座內容輯錄成短片以網

上發放形式讓工傷工友收看外，其中 3 次

的講座更採用網上形式進行。

5.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

中心一直鼓勵工傷工友參與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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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受疫情的持續影響，中心迫不得已要

暫停較�高風險、與合作伙伴一同舉辦的義工活動。而在採取謹慎而適切的防疫措施及人數

限制下，中心的義工仍然願意協助中心的郵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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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及服務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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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醫療及康復諮詢 12

社交心理調適 1583

工傷康復教育資訊 53

就業支援及培訓服務 38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 72

宣傳單張海報印刷 2100

工傷康復宣傳及教育影片 30

7.  工傷人士社會融合復職計劃 :

中心在 2020 年成功取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開展「工傷人士社會融

合復職計劃」。計劃主要協助工傷工友適應受傷後的生活，鼓勵他們在工傷康復期間

除了參加康復治療外，亦應加強社會參與及重整生活，從而建立自信心籌劃未來生活

及準備重投社會。在第一年的服務提供中，總參與為 1583 人次，服務次數為 490 次。

先後舉辦電腦課程，讓工傷工友掌握新技能。職前實習是重要的環節，讓工友可以從前線

工作中了解實際的工作要求及工作流程。為了協助工友成功重返工作，計劃中特別聯絡個

別社會企業，為工友提供職前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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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服務報告

�為了倡導完善的職業健康制度，中心一直積極回應各項職業健康關注事項。2021/2022

年度中心關注及跟進的議題包括：

1. 自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本港爆發，中心不斷提出將有關疾病納入到《僱員補償條例》的附

表 2，列為可補償職業病類別。惟政府當局一直未有跟進，讓持份者質疑當局有否一套準

則和機制去釐定職業病及用以修訂職業病附表以迅速回應職業危害。及此，中心在 6 月

13 日舉行的第三十六屆周年大會暨職業健康研討會中便以此為主題進行分享和嘉賓討論，

並提出定期檢視職業病附表的需要。

2. 本中心一直關注前線僱員在暑熱環境下工作的健康風險。9 月 8 日，中心接受訪談邀請，

為樂施會所進行的「香港戶外前線僱員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情況及預防措施的調查」分享

專業意見和政策建議，與持份者一同跟進有關議題的發展。

政策倡議政策倡議

中心重視人力資源，努力為員工規劃多元化的培訓及福利政策，以加強員工對機構的歸屬

感及投入感。自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本港爆發開始，中心一直關心員工的健康和安全。除了為

員工提供防疫物資，在疫情嚴峻的時期，中心實施特別工作安排讓員工能在家工作，以減低他

們在社區感染的風險。是年，中心亦增加了一項特許病假，讓完成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的員工可以休息一天。中心推行的其他員工福利和管理政策有：

進修假期及進修基金

專業資歷註冊額費用津助計劃

員工培訓及新入職員工導向簡介

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

假期福利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及工傷意外支援

職安健委員會

1.

2.

3.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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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服務報告

員工姓名 學院或主辦機構 課程或講座名稱

尹晞雯

鄧敏儀

何曼婷

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Disability Management Webinar 2021: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in the Next 
Decade

梁曉彤
殷媛妍

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
Foundation Course in Work Disability 
Management and Return-to-work 
Coordination

尹晞雯 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
社會服務設施室內空氣質素管理
網絡研討會

全體職員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COVID-19 及疫苗資訊

資助員工進修表資助員工進修表

中心為員工提供進修津貼及進修假期，鼓勵員工參加外間的培訓活動，學習與掌握坊

間最新的知識和技能，以提升個人能力、服務質素及機構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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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服務報告

中心會定期派出員工代表出席各項交流活動，目的是加強與外間機構的溝通和聯

繫，掌握工作項目上的新發展；亦歡迎外間團體到訪中心，以交流和介紹中心的服務及

工作項目。本年度，員工出席的交流活動包括有：

交流活動及探訪交流活動及探訪

日期 主辦機構 / 團體 內容

24/4/202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通用資訊科技方案聚焦小組

7/7/2021 僱員再培訓局
討論課程成效表現指標及學額分配

機制

10/9/2021 香港公益金 代表到訪中心了解康復項目工作

15/9/2021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學生到訪中心交流工作

24/11/2021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代表到訪中心交流工作

21/12/2021 香港樂施會
在網上分享中心的工傷

康復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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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Limited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22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2021 / 2022 2020 / 2021
HK$ HK$

Income
Donation Income form:

The Community Chest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Project Fund

 1,011,000 
540,000 

2,195,590
3,746,590

 1,138,180 
 540,000

2,193,308 
3,871,488

Other Revenue
Bank Interest Income
Other Donation Income
Sundry Income

 9 
 162,060 

 27,747
189,816

 10 
 31,800 
 70,590 

 102,400

Total Income  3,936,406  3,973,888 

Expenditure
Projects Expenditure
Administrative Expense

 3,209,100 
 810,734 

4,019,834

  3,004,966 
808,773 

3,813,739

Surplus / (Defi cit) for the Year (83,428)  160,149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Contingency and Development Fund
Offi ce Acquisition Fund
China OSH Project Development Fund

Total Surplus/(Defi cit) for the Year

 8 
(329,783)

 27,013 
(302,762)

 100,006 
 488 

                         350 
100,844

(386,190)  26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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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Limi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March 2022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2021 / 2022 2020 / 2021
HK$ HK$

Assets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2,687,461  2,770,499 

Current Assets
Utility Deposits   
Projects Payments in Advance 
Cash and Bank Balances

 21,870 
 407,696 

 3,519,328 
 3,948,894 

 21,870 
 226,871 

 3,932,629 
 4,181,370 

Current Liabilities
Account Payable  
Projects Receipts in Advance 
Accrued Charges  
Provision for Expenses

 70,000 
              -  

 269,800 
 11,000 

350,800

 74,400 
 186,024

 8,700 
11,000 

280,124

Net Current Assets  3,598,094  3,901,246  

Total Net Assets  6,285,555  6,671,745 

General Fund
Contingency and Development Fund
Offi ce Acquisition Fund
China OSH Project Development Fund

 3,654,881 
 594,629 

 1,433,365 
 602,680 

 6,285,555 

Funds and Reserve
 3,488,309 

 844,621 
 1,763,148 

 575,667 
 6,67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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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總辦事處

相關機構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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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7-105 號百利商業中心 1418 室

電話：(852)3591 9905                   傳真：(852)2728 6968

網址：www.hoeha.org.hk                    電郵：info@hoeha.org.hk

辦事處及相關機構辦事處及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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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鳴謝

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慈善計劃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香港公益金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捐款機構∕個別捐款人士捐款機構∕個別捐款人士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扶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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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部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賽馬會社區康復學院

保良局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華愛之家宿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伍少梅安老護理院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白普理盲人護理安老院

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香港保護兒童會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

香港職業安全衛生協會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救世軍港澳軍區

救世軍竹園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大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機構機構

本中心於 2021 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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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按筆劃序）

黃廷方慈善基金

僱員再培訓局

Hongkong Land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伍杏修先生



機構機構

陳惠成醫生        黃望斯醫生        譚耀能先生

中基保安服務公司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史偉莎集團

年度工房

有機薈低碳農莊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英倫教育中心

星廚管理學校

國民警衛集團有限公司

群力社企

圓作舍

綠行俠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碧瑤集團

增力服務有限公司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Cleaning Buddies Company

Concept X Plus Ltd 

Create Bar Studio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Nature’s Harvest

Sweet Forest 甜森林

方秀珍

孔偉珍

汪章龍

吳楚花

冼淑芬

高志威

陳素旺娜

夏細姝

許長團

黃國釗

黃歡心

葉海芬

趙小容

滿  萱

歐陽　芳

盧玉英

顏麗珍

鐘春紅

其他人士其他人士

義工義工

夥伴公司夥伴公司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大踏步兒童發展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康幼兒學校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妥安心家居照顧服務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學前單位社工服務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勞工處職業醫學組（香港及九龍辦事處）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聖雅各福群會

職業安全健康學會（香港）

競爭事務委員會

CACEIS Hong Kong Trust Company

GA Health Company Limited

Smith & Associates Far East Limited

有機薈低碳農莊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英倫教育中心

星廚管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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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請填寫此表格後傳真至(852) 2728 6968，並連同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本中心會址。

本人 / 機構願意捐助 









  
 

HK $100

HK $5,000

HK $500

HK$

HK $1,000 HK $3,000

個人資料

先生 / 女士 / 機構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傳真

地　　址

捐款方法

一次過捐款 Lump Sum Donation 按月捐款 Monthly Donation

劃線支票 Crossed Cheque

抬頭「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Payable to“Hong Kong Workers’Health Centre Ltd”）

自動轉帳 Auto Pay : 恒生銀行 293 - 5 - 337309

◆  捐款將用於相關工作開支。詳情請參閱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網頁：http://www.hkwhc.org.hk

◆  本中心為香港認可註冊慈善團體，捐款滿港幣一百元以上，可憑收據向稅局申請減免稅。

你的個人資料只限用作發出收據、通訊及收集捐款者意見之用。有關本中心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請參

閱本中心網頁：http://www.hkwhc.org.hk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HKW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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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www.hkwhc.org.hk

電郵：info@hkwh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