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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這裡我想起路加福音記載耶穌治好一名右手乾枯了的人的事跡，
他強調在安息日使這人復原是件善事 ( 參閱路加福音第六章 6-11
節 )。這人是殘廢，因他的右手枯乾了，而右手是工作之手，賴以
為生的重要肢體，現在不能工作了。他的殘障可能有不同原因：是
天生的，亦可能是意外，是工傷。耶穌在安息日在他身上做了件善
事，更使他重獲工作的能力，讓他從工作中找回尊嚴和生命的價
值，這正是安息日之意，亦是教會福傳的使命。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製作這工傷小冊子，就是希望喚起教內和教
外人士，關注人因工作而引致的傷亡，為工傷人士行點善。在所搜
集的資料中指出引致最多受傷的工種是「建築、製造和物流行業」。
這些不幸，不單削弱其個人的工作能力影響生計，再嚴重的破壞了
家庭完整性，在不同程度上使社會產生深層次的問題。教宗聖若望
保祿二世的工作通諭的第十節《工作與社會－家庭和國家》指出：
「工作是形成家庭生活的基礎，家庭生活是人天生的權利和使命…
工作多少是建立家庭的先決條件。」

所以我們亦希望這小冊子，讓眾人能重視社會上這不幸現象，使人
人能真正的安居樂業，好能負起建立家庭和發展生命的天賦使命。

林祖明神父
2019 年 4 月 28 日救主慈悲主日

國際工殤紀念日



2 3

前言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每年有逾數萬宗因工傷亡的事
故。工友因工作意外導致嚴重傷亡，性命攸關，社會
大眾事必關注，但他們一般只關心死傷者的傷勢、家
庭及經濟狀況等，然而甚少關注到傷亡者在補償過程
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及經歷，以及工傷補償政策上的漏
洞。

有效的工傷處理機制必須包括意外預防、協助僱員復
康及賠償三個主要部份。不過，香港的《僱員補償條
例》主要規定僱主在工人工傷時的賠償責任，當中卻
沒有訂立意外預防，以及法定的康復治療及重返工作
的機制。在這缺失下，職業傷病工友在處理工傷補償
的同時，還要為日後的工傷治療、康復及重返工作的
安排而憂心。

過去五年，香港的工傷意外個案居高不下，致命個案
更顯著上升。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在受僱工
作期間遭遇意外，如無相反證據，須當作亦是因工遭
遇意外」。條例的精神是不論過失及假定僱主的賠償
責任。

然而，因工受傷工友及死者家屬在申索工傷補償及意
外賠償期間卻困難重重。我們希望這本小冊子讓大家
了解本港工友申索工傷補償及有關工傷爭議的情況，
並一起探討成立中央僱員補償保險基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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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職業意外傷亡數字  
�����
����受傷個案�(2017 年 )������������������������死亡個案 (2017 年 )

資料來源 :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 2017 年

每年香港平均有約三萬多名僱員因工受傷。2017 年，職業受傷個
案的數目為 35 404 宗，與 2016 年的 35 768 宗相約。建造業的工
傷意外增幅屬各行業之冠，2017 年建造業的意外數字為 4 063 宗，
較 2016 年的 3 828 宗上升 6.1%。建造業的死亡個案亦遠高於其他
行業，死亡數字佔整體死亡的兩成多。更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至 2017 年間死亡個案居高不下，2017 年更高達 227 宗。

27735 404

2018 年 10 月 24 日，最長的跨海大橋 - 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但工程自 2011 年展開至今，截至 2016 年，勞工處共錄得
275 宗 工 業 意 外 及 9
宗致命事故。惟勞工
處表示，這些意外不
包括海事工程意外，
因有關工程由海事處
監管。港珠澳大橋工
業意外數字可能比官
方公布的數字更多。1

1資料來源 : 立法會 CB(2)1173/16-17(01)號文件

資料來源 :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摘要 ─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及二零一六年全年 .�摘自勞工處網頁 2017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OSH_Statistics_2016_2017_1Q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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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爭議耽誤工友賠償與康復進度  
工傷呈報個案

巡查不力及罰則過輕，僱主及僱員缺乏預防意識，都是導致工傷個案高
居不下的原因。

香港每年有逾 5 萬宗工傷呈報個案，不過，每年都有約三分一的個案未
能於同年解決。當中部份個案涉及僱主質疑工人的工傷事實或傷勢，使
工友追討賠償路上倍添困難。

資料來源 :�2018 年 1 月 17 日立法質詢。立法會問題第十五條 ( 書面答覆 )��
“放取病假、接受診治及提出僱員補償申索等事宜”。

《僱員補償條例》的精神是不論過失及假定僱主的賠償責任。即使僱員
於意外發生時作出以下行為：

 Í 違反僱主或僱主代表的任何命令；
�Í 違反任何適用於其所從事的工作的規例；
�Í 於並無其僱主的指示下作出，如該僱員只是於與僱主的業務有關的

情況下並為該業務的目的而作出的行為；

但以下情況僱主無須負起補償的責任：
�Í 損傷沒有令該僱員因受傷而不能工作賺取正常工資；
�Í 蓄意自傷；
�Í 所作聲明屬虛假； 
�Í 僱員受傷的意外，直接歸因於僱員受毒癮或酒精影響 

職業傷亡的刑事責任
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罰款過輕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2 是本港
主要職業健康法例，旨在規管所有行業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確保其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康。

根據兩條條例的規定，僱主須採取措施，促進工作地點的安全
及健康。不過，兩條條例是一條賦權的條例，只訂立一般的責
任條款，沒有具體的執行指引。僱主若違反有關規定，最高可
被判處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一年不等。

勞工處早前公佈職業安全及健康定罪紀錄，顯示 2016 年 4 月
至 2018 年 3 月所有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被定罪個
案，近 95% 被定罪個案罰款在 2.5 萬元以下，一半個案的罰
款額少於 8 000 元，平均罰款額只佔罰款上限不足一成。金額
由最低 200 元至最高 25 萬元，平均每宗罰款 10 672 元。

明顯地，這與《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 及《工廠
及工業經營條例》最高罰則相距甚大，欠缺阻嚇作用。

2《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條例適用於工業經營地點，即工廠、建築地盤、
食肆、貨物 及貨櫃搬運經營、維修工場和其他工業工場。《職業安全及健
康條例》則適用範圍條例差不多所有工作地點，但工廠、建築地盤及食肆除
外。

38 386 36 923 36 420 36 463

勞工處接獲
導致不能工
作超過三天
僱員補償個
案數字

未能於同年
解決個案

2014 2015 2016 2017

15 332 14 385 14 264 15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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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事件對工友帶來的影響 

耽誤時間  困擾精神
一旦僱主對工友的工傷事實提出異議或拒絕承認工傷導致的傷勢或
賠償，受傷工人只有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司法程序冗長，耗費金
錢時間，更重要的是拖延了對工人的工傷補償，期間為他們及其家
人帶來沉重的經濟及精神壓力。

工友被停止發放法定的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用
在工傷爭議期間，僱主一般會停止向工友發放法定的月薪五分之四
工傷病假錢及相關醫療費用，這令已失去收入的工友陷入經濟困
境。部份工友或須借貸度日，有的甚至申領綜援以解燃眉之急。按
《僱員補償條例》僱主須依時支付五分四工傷病假錢及相關醫療費
用，惟過去五年勞工處執法未見積極。2017 年僅 32 名僱主被定罪，
與勞工團體接觸的個案大相徑庭。

索償代理滋擾
一旦僱主拒絶承認工傷賠償責任，受傷工友難免感徬徨無助。由於
勞工處不具法律支援角色，大部份受傷工友需親自尋找法律及相關
醫療支援以處理其工傷引致各種需要。面對不確定的生活前景及複

工傷爭議有什麼類型 ?
�Í 僱主質疑是否存有僱傭關係 ?
�Í 僱主質疑意外曾否發生 ? 
�Í 僱主質疑意外是否因工所致 ?
�Í 僱主質疑意外是否在受僱工作期間發生 ( 如意外發生於工作時間

及 / 或工作地點以外 )?
�Í 僱主質疑僱員的傷勢及獲發的工傷病假是否適當及與意外受傷有

關 ?

工傷爭議未能解決  工傷工人最後只得入稟法院追討賠償

由於《僱員補償條例》沒有賦予勞工處判定工傷爭議的權力，一旦僱
主對僱員的工傷事實或傷勢等提出質疑，勞工處一般只會就個案屬工
傷的可能性及關聯性向僱傭雙方提供初步調查結果及意見。若僱主不
接納勞工處建議，僱員也只得入稟區域法院提出訴訟。同一時間，僱
主一般會停止向僱員發放五分四的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

法院排期  擴日持久

按工傷個案的嚴重性及複雜程度，僱員由入稟法院至審結需時兩至三
年不等。工友若符合資格，可申請法律援助。僱員由提出法援申請至
獲批的平均要花約三個多月時間。

耽誤時間 
困擾精神

工友被停止發放
法定的工傷病假錢

及醫療費用

索償代理滋擾

保險公司
或公證行介入

影響康復進度
及工作能力

工傷事件
對工友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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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司法程序，工友容易受到標榜 「不成功，不收費」、「工傷
索償支援」等不良代理的滋擾。或受唆擺下，接受他們的「助訟」
服務。實際上，他們製造不合理的訴訟開支，瓜分賠償，工友最終
得不償失。

保險公司或公證行介入
《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僱主須投購私人保險以支付《條例》及普通
法下的工傷意外的疏忽賠償責任，因此若僱主或保險公司對工傷個
案提出異議，保險公司或公證行代表有機會接觸工傷工友以了解工
友的意外發生的情況及傷勢，例如他們會要求工友接受指定醫生的
檢查、簽署授權書索取醫療報告或病歷等。有工友反映，有不良保
險公司或公證行更藉以上的行為搜集不利工友申索法定工傷補償及
疏忽賠償的證據，向工人施壓，促其接受較低額補償金和解。

影響康復進度及工作能力
現行的《僱員補償條例》以工傷後的補償申請及計算賠償為主導，
沒有把康復治療及重返工作納入工傷後的條例的保障範圍。除非經
濟能力許可，大部份受傷工人都是在公營醫療系統排期進行專科覆
診及治療。公營醫療系統沒有針對工傷診療政策，各專業協調欠
佳，評估及治療的排期長久，令工人感到沮喪及錯失了復康的黃金
期。同時，工友缺乏重返工作的支援。若僱主和同事排斥重返工作
的工傷同事，這都更令工友產生負面情緒。

疏忽索償是什麼 ?

工傷意外的疏忽責任賠償，並不屬《僱員補償條例》的法定補償
項目，而是屬於普通法民事索償的追討賠償途徑。一般而言，只
要工友能證明工傷因為僱主或其他人未有提供安全工作環境而引
致的，而導致工友損失。工友便可以提出疏忽索償。僱員須於意
外發生後三年內提出申索。

如申請疏忽賠償，工友必須證明僱主於是次工傷意外中存在不可
推卸的責任。如傷者本身有疏忽，例如沒有扣上安全帶，需按比
例分擔責任，其賠償額亦按相應比例扣減。

賠償項目

1.� 實質工資損失 / 不能工作而實質損失的收入
2.� 醫藥及其他開支
3.� 傷痛津貼
4.� 住院、動手術、不能參與以前喜歡的娛樂等的一筆過津貼
5.� 轉工困難 ; 一般相等於幾個月的人工
6.� 日後喪失工作收入。這是最大筆的賠償。法庭會以每月喪失

工作收入，按傷者年歲以折扣方式乘以一個年份 ( 一般最高
不超過 20 年 )，用以計算賠償額。

7.� 照顧者引致的開支

若受傷的僱員透過普通法或其他法例，向疏忽、違反法定責任或
進行其他不法行為的僱主追討損害賠償，他 / 她所得的賠償金將
須扣除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申索而取得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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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判傷標準
《僱員補償條例》的損傷分類落後

勞工處的判傷組負責評估受傷僱員永久完全或部分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
程度 ( 稱判傷 )，而應付予僱員的補償金額會按此釐定。然而 ,《僱員補
償條例》的損傷類別過去十多年未曾更新。涉及頭、臉、頸、口腔、胸
腹部器官、軀幹、皮膚、精神及神經等部位的損傷類別及相關部份的損
害程度未有觸及。因此工友遇有上述部位的損傷，由於沒有相應的對
照，判傷醫生只能參照條例附表 1 判傷，因此被判定喪失賺取收入能力
百分率有欠準確。

欠缺法定的判傷工具   

本港目前沒有法定評估方法、工具或計算方式去評定《僱員補償條例》
附表 1 的「損傷類別」的「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百分率」。一般情況下，
勞工處的醫生是憑臨床經驗按法例的「損傷類別」判定相關損害的「喪
失賺取收入能力百分率」。由於本港沒有法定的判傷評估工具，部份工
傷工友認為「判傷」過程馬虎，並不客觀。

判傷百分比率未能反映喪失的收入能力

法定的工傷補償金額是按判定的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百分率，並參照條例
按受傷時年齡劃分訂明的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按比例
計算。上述補償的計算方式沒有考慮工傷前的預期工作壽命及未能重返
相同工作崗位的收入損失，故現行的賠償計算方式未能如實反映工傷者
喪失的收入能力，所得的補償亦不足以應付生活需要。

工傷個案典型遭遇——
勞工處支援不足、遇上不明來意的保險公司及騙人的律師

美笑 ( 化名 ) 四十多歲，原是一名私人屋苑的夜更保安員。入職大半年後，
在某天的一個晚上遇上工傷意外。

當日凌晨一時，美笑應同事的請求頂替他崗位一會兒。就在她拉開一張舊
辦公室座椅，打算靠在椅背上坐下時，整個人隨著坐墊溜在地上，臀部先
著地，痛得下半身麻痺。當時大廈大堂只有她一人。美笑痛得不得了，苦
撐六個多小時後才收工回家，也沒有告訴上司受了傷。

美笑的丈夫著她明天請假休息，但美笑堅持上班。翌日，美笑上班時，仍
然劇痛，於是通知上司昨晚工作時跌倒。下班後，丈夫急召救護車送美笑
到急症室。經 X 光檢查後，醫生說是跌倒時撞擊力導致盤骨移位，壓住神
經線引致劇痛及麻痺。工傷發生超過兩年時間，美笑仍受痛楚的困擾，現
在要使用拐杖協助走路，上下梯級時倍感艱難。

無良保險公司斷糧
受傷後一多年時間後，保險公司請她到指定的診所進行身體檢查。因第二
天已安排好公立醫院覆診，所以美笑請求另訂日期。巧合的是另訂的日子
同樣是覆診日子，雙方幾經來回，才敲定了身體檢查日期。可是，在約好
日子的前一天，保險公司職員通知身體檢查取消。自此，保險公司再沒有
接觸美笑，其後美笑收到由保險公司的來信，稱因她拒絕進行指定醫生的
身體檢查，保險公司會停發醫療費及「五分四」工傷病假錢。美笑的丈夫
已退休，而美笑傷後已不能工作，生活頓陷入困境。

追討程序路漫漫
在社工的協助下，美笑向勞工處投訴僱主停發工傷病假錢及
醫療費。約個半月後，勞工處職員才回覆美笑，指勞工
處沒有權力迫令僱主發放工傷病假錢，著美笑申請法律
援助，由法庭裁判。在美笑再三要求下，勞工處才願意
將個案交到調查部，跟進僱主有否違反《僱員補償條例》
在無合理辯解下拖欠「五分四」工傷病假錢。

工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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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笑由首次到勞工處投訴，至到勞工處調查科落案，足足花了五個月時
間。落口供時更消耗了她整天的時間，最後職員不忘強調，勞工處不一定
會提出檢控。難怪甚少工傷者願意協助勞工處作證人。

工傷後壓力 引發精神病 

在工傷意外發生半年後，她終於抵不住強大的壓力，精神病復發。除了失
眠，更出現幻聽，經常落淚，也為小事感到擔憂。

遇上黑律師

受傷之後，有天美笑在街上認識了一名婦人，言談間美笑向她和盤托出工
傷的經過。輾轉地，她被帶到律師樓認識一名「師爺」的中介人。「師爺」
聲言可以不收取律師費，幫助美笑追討工傷賠償。美笑工傷後心神彷彿，
加上被僱主停發工傷病假錢，於是受到「師爺」的誘導下，把個案委託給
該律師樓處理。不過，美笑很快地感到事情不對勁。因為每次美笑想找「師
爺」查詢情況，「師爺」都沒有正面回答美笑的問題。美笑從未與受委託
的律師見面。原來接觸美笑的律師行是一間在業界惡名昭彰的律師樓，他
們專向工傷者埋手，更多次違反專業操守。幸好美笑及早發現，在教區勞
工牧民中心 - 新界的同事協助下發信，表明中止對該律師的委託，避過損
失。

經歷工傷、傷痛及精神困
擾、 保 險 公 司 斷 糧、 勞 工
處的不濟、險被無良律師
欺騙，大家都會感受到美
笑的不幸，然而美笑的個
案只屬冰山一角，不少工
友在處理工傷補償的過程
都或多或少遇到上述的情
況，為其帶來二次傷害。

嫻姐：無法援即係唔洗追討！

嫻姐發生工傷時在一間速遞公司工作。有一天，老闆吩咐她做一些清潔
工作，不料因地下濕滑而跣倒，嫻姐右耳撞及枱角，血如泉湧。老闆看
見，立即喚人送她入急症室。受傷後，嫻姐依舊上班，工餘時間覆診治
療。

某天，老闆突然叫嫻姐入房，以「公司經濟環境不理想」為由即時解僱
她。嫻姐一直以來非常信任老闆，工傷後也沒過問工傷賠償事宜。直至
突然被辭退，她發覺工傷發生以來，都沒有收到僱主應付的醫療費。由
於僱主在她工傷期間將她解僱，按理屬「不合法解僱」，所以在勞工團
體協助下，到勞資審裁處追討賠償。在勞資審裁處調解下，嫻姐與公司
最後以萬多元和解。

由於勞資審裁處只可按《僱傭條例》審理解僱的賠償，《僱員補償條例》
不屬其司法管轄範圍，嫻姐須自行到勞工處辦理工傷賠償及判傷事宜。
不幸地，即使嫻姐每日受傷痛困擾，勞工處判傷組判定其因工傷損失的
工作能力為 0%。經覆核後，勞工處判傷組維持原來判傷結果。

法律援助計劃設有資產審查，當申請人財務資源超過 307,130 元就失去
申請資格。嫻姐勞碌一生，薄有積蓄，超出申請法律援助的資產上限，
須自行聘請律師追討工傷賠償。嫻姐欲透過法庭再次覆核判傷結果，但
她深知一旦敗訴，將耗盡積蓄。嫻姐惟有放棄申索。

《僱員補償條例》的精神是不論過失。但最諷刺的是，一旦僱主質疑工
傷事實或拒絶支付賠償，須由工傷者自行入稟法院進行民事索償。不少
工傷者已飽受傷痛的困擾，而且
已失去賺取收入能力。不幸地，
現行工傷制度將追討補償的責任
加諸於工傷身上，尤如對他們的
傷口灑鹽。嫻姐最終在整個工傷
事件，僅得到老闆七天的工傷病
假錢補償，工傷導致的痛楚卻陪
伴一生。嫻姐一直耿耿於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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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整個僱員工傷補償的申索程序 ?

賦予勞工處判定工傷爭議權力

本港的《僱員補償條例》沒有賦予勞工處行政權力去處理及
判定工傷爭議事項，因此即使勞工處對工傷爭議作出調查及
建議，僱主可以不服從勞工處的意見。工傷工人及死者家屬
也只得入稟法院追討賠償。原來《條例》不論過失及假定僱
主賠償責任之補償制度，因勞工處沒有判定工傷爭議的權力，
以及繁瑣漫長的審訊制度，致使工傷工友未能得到即時的賠
償，同時無法應付基本生活及治療與復康需要，為他們帶來
身心折磨。

加強執法 檢控沒有按《僱員補償條例》
規定支付按期付款的僱主

針對僱主及保險公司在「未
能確定」或懷疑工傷意外
事實及責任期間停止支付
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用情
況，政府應加強執法及檢
控沒有按《僱員補償條例》
第 10 條規定支付按期工傷
病假錢的僱主，這不但收
阻嚇之效，同時能確保工
傷僱員在病假期間按法例
獲享穩定收入，維持基本
生活。

僱主停發工傷病假錢  判傷過程馬虎

志華工傷時任職兼職清潔工人。工作期間，不幸從高處墮下，導
致左腳大腿骨斷裂。經手術治療後兩個多月後，傷勢才逐漸穩定
下來，但工傷意外令左腳腿部肌肉萎縮引致傷殘，現不良於行。
 
志華在工傷後的兩個月，公司對他的工傷病假錢的工資計算提出
質疑，並同時停止向其發放工傷病假錢。志華於是向勞工處求
助，勞工處認為志華工傷病假的計算正確，於是向其僱主發出警
告信，要求其盡快向志華發放工傷病假補償。但勞工處表明，若
僱主依然未有按法例給予工傷病假錢，志華須自行入稟法院追
討。過程中，志華有感勞工處是無牙老虎，以致僱主肆無忌憚，
在沒有理據下拖延補償。

志華因工傷導致左腳大腿肌肉萎縮，已不能從事以往的工作。在
傷勢穩定後，勞工處安排其進行判傷，但判傷結果指其喪失 5%
賺取收入能力。志華批評判傷過程馬虎兒戲，判傷醫生從未查問
其身體情況，也不作詳細檢查及評估，就判定其喪失 5% 賺取收
入能力。

腿部傷殘已令志華不能從事大部份體力勞動的工作，已等同失去
就業能力。但判傷時完全沒有考慮工傷前的工作壽命及不能重返
昔日崗位的經濟損失。根據有關判傷的結果計算的工傷賠償亦十
分有限，根本難以維持日後生計。志華於是就判傷結果提出上
訴。覆核 ( 第二判傷 ) 後，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百分比只由 5% 增
加至 6%，志華無奈接受覆核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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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國際工殤紀念日
�Í 十九世紀中，工人向僱主追討工傷賠償極為困難。
�Í 1914 年 4 月 28 日，加拿大首先通過勞工補償法。
�Í 1984 年，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簡稱 CUPE）最先提出於每年 4 月 28 日悼念因工
受傷或死亡的工人。

�Í 1989 年，加拿大通過《哀悼日法案》，聯邦政府於 1991 年正
式批准 4 月 28 日為加拿大的「全國哀悼日」，哀悼因工傷亡
的工人。其後各國紛紛將 4 月 28 日訂為工殤紀念日。

�Í 2001 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已正式訂明 4 月 28 日為國際工殤紀念日。

回顧香港，工業傷亡權益會是最早爭取香港政府將 4 月 28 日
訂為工殤紀念日的勞工團體。不過，香港政府不為所動，只是將
4 月 28 日訂為不為人知的「安全健康日」，既沒有肯定工傷亡
者對社會之貢獻與悼念之情，也沒載有職業傷亡預防及完善法
例的反思。

資料來源 :�工業傷亡權益會

增加《僱員補償條例》「損傷類別」及等級， 
以及制定適當的評估工具

政府應修訂《僱員補償條例》，增加《條例》附表 1 的「損傷類別」，
包括精神、神經、胸腹部、軀幹及頸臉等類別，並按不同類別劃分不同
程度的喪失工作能力的等級，同時制定適當的評估工具量度不同類別的
損害程度，為醫生提供客觀的量度標準。針對僱員因工受傷引致永久地
部分喪失工作能力情況，補償金額訂定應加入受傷工友的年齡、將來就
業能力等評估因素，同時按該項損傷而永久導致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程
度，參照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金額，按比例計算補償款額。

長遠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加強對工傷僱員的治療、復康及情緒支援

政府應參考各地實施中央僱員補償保險機制的經驗，設立中央僱員補償
保險機制，取代強制僱主投購私營僱員補償保險的僱員補償制度。中央
僱員補償保險機制，旨在成立中央管理局，統一的向僱主徵收勞工保
險，並由該局進行資產管理及統一處理工傷和職業病補償的申領個案，
以處理工傷事實爭議及判定補償金額的上訴。有關機制能免工友周旋於
僱主、保險公司及公證行之間，緩解利益衝突。該局同時須為受傷工友
提供治療、復康及情緒支援，以協助他們重拾工作能力及日後能重返工
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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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工傷及職業病查詢及支援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
地址：新界上水石湖墟新康街 47B�2�樓
電話：（852）2668�9058
傳真：（852）2668�5378
電郵：dpcwnt@hkccla.org.hk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 200 號海星堂地下低層
電話：（852）2143�5800
傳真：（852）2143�5400
電郵：dpcwhki@hkccla.org.hk
�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
地址：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399-401 號 2 樓
電話：（852）2351�6333
傳真：（852）2327�6996
電郵：dpcwkln@hkccla.org.hk
�

工傷及職業病政策倡議 
秘�書�處��
地址：香港西灣河耀興道 72 號聖十字架中心七樓
電話：（852）2772�5918
傳真：（852）2347�3630
電郵：hkccla@hkccla.org.hk

信仰反省

耶穌說過祂是善牧，祂要親自牧放祂的羊群，親自使他們卧下，失
落的要尋找、迷路的要領回、受傷的要包紮、病弱的要療養、肥胖
和強壯的要看守，祂要按正義牧放祂的羊群。( 則 34:11-16) 在看
到原本健康強壯的工友們因工作而受傷後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包括
自己整個身體及生命的改變；收入變得不穩定及沒有保障；在申訴
過程面對種種挑戰、責難或歧視的目光；甚至還要面對復康治療的
漫漫長路，相信失落、迷惘、受傷、病弱他們全都感受得到，身體
和心靈的創傷，十分需要安慰與扶持。慈悲的耶穌作為善牧必定體
察到他們的需要，並堅決要親自使他們卧下，得到祂的扶持與慰
藉，以正義牧放他們。那麼，作為耶穌門徒的我們，又該怎麼做？

我們受洗歸於基督的人，致力於實踐成聖自己、聖化他人及轉化世
界的使命，希望把天主的愛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讓每一個人的心
靈都能經驗到天主的慈悲憐憫，透過慈悲行動使世界少一點冷漠、
多一點正義。在香港，每年有逾數萬宗因工傷亡的事故，工傷病友
或工亡者親屬很多都活在陰影之下，徬徨無奈地面對漫長的申索和
復康過程，在途中還可能面對種種挑戰、責難或不合理的對待。一
方面關懷和聆聽工傷病友與工亡者親屬的身、心、靈的需要，另一
方面認識索償程序或轉介相關機構跟進，再者願意加入改善索償過
程中不合理的程序，表達出我們與因工傷亡的工友走在一起，與他
們一起愁苦、一同喜樂，用愛燃亮希望的燭光，在幽暗處帶來光明，
使工友縱使處身幽谷中，仍有耶穌的慈愛常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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