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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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負、使命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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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社會公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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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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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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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推動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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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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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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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Kazutaka Kogi
Dr. Glenn Pransky

何啟明副局長

李卓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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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耀忠先生

梁智鴻醫生

張超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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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標律師

關尚義律師

名譽醫務顧問

盧俊恩醫生

名譽醫學顧問

何展雄醫生

熊良儉醫生

霍佩珠醫生

甄志雄醫生

名譽專業顧問

核數師

林樹佳先生	

錢棣華先生

黎建斌先生

廖榮定先生

董事會 名譽顧問

董事會及顧問 (2020 至 202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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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教育服務

指導委員會

社區職業復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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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子樺先生

梁超明先生

主    席：盧俊恩醫生

委    員：林楚賢醫生

余德新醫生

周永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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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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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新醫生

主席獻詞

過去一年，太陽每天仍然從東方昇起，再在西邊沉下去；電台每天仍然播放著職業安

全健康（職安健）廣告及大概只能測試智力是否正常的職安健選擇題；香港每天仍然有超過

100 個僱員因工作而受傷，當中一個可能因工作而死亡！

當職安健宣傳成為每天的例行公事，便慢慢不再執著其所為何事，亦不再探究達到甚麼

麽效果，大概已忘記了職安健工作的目的是預防工傷與職業病的發生。預防工傷與職業病的發

生也是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工健）成立的宗旨，我們也希望相關的官方及法定機構與工健有

同一願景	–	儘快有序地消減職業健康與安全的危害，降低職業傷病的發生。要實現願景，得

定下循序漸進的目標；其實很多國家及地區的政府或負責單位都有為降低職業傷病的發生率

定下短期及遠期的指標，並不時檢討，作出必要的修訂。沒有目標及指標，就容易迷失方向，

不知所為何事，又或改以舉辦活動次數、參與人數等作指標，忘掉了這些只是職業健康安全

工作的過程（process），而不是期望的結果（outcome）！

我在 1995-1998 年間任職業安全健康局委員時，曾經提出就職業安全推廣工作，定下降

低工傷率的指標；可惜四份一個世紀過去了，仍然只在空喊零意外的口號！我在此再次呼籲

在職業安全健康事務上合作無間的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拿出勇氣，就未來五到十年的

職業安全工作，定下降低工傷發生的指標；有了清晰的方向及指標，就能動員各持份者，集

思廣益，找出達到目標的策略與方法，就像為新能源汽車及再生能源定下短期跟遠期的指標

一樣。工健承諾，會繼續努力，歇盡所能，與各方合作，達到降低工傷發生的指標。

兩年前我們在此提過，工健將繼續與各持份者及專業團體攜手，促成專為因工受傷僱

員而設的復康及重返工作輔助服務的全面開展。最近傳來了好消息，勞工處準備動用政府資

源，於 2022 年推出一個為期三年的職業傷病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先導計劃，預計每年可為

約 2,300 名建造業的工傷工人提供一站式診斷、醫治、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工健是在

香港最早引入職業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的機構，並於 1992 年獲賽馬會援助成立香港首

個專責的職業康復中心，又是首個（1994 年）及目前極少數為僱員再培訓局提供工傷者再就

業培訓課程及服務的機構；過去接近 30 年，工健曾為約一萬名工傷僱員提供服務，充份瞭

解他們工傷後面對的困境及需要，我們將善用這方面工作累積的經驗，積極與相關的服務提

供者連系與合作，共同透過這次先導計劃的機遇，建立一套相對完善有效的工傷康復及重返

工作支援服務的模式，作為未來在香港開展給所有工傷僱員全面工傷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服

務的指引。

職業健康安全的完善，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前面的路，並不平坦，希望各界友好，繼

續支持工健，共同畫出美麗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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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晞雯女士

在 2020 年，香港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市民大眾和各行業機構而言，都是

充滿挑戰與變化的一年。

持續的疫情打亂了本中心恆常及已計劃的工作，令中心沒法如常舉辦實體活動、講座培訓，又

或是進行外展服務。面對難以預測的日子及服務指標的壓力，卻是好的契機讓中心檢視現時的服務，

摒棄以往的服務模式，並嘗試將資訊科技融入服務，創出服務新常態。我特別感謝中心的全體同事，

在過去的一年一邊適應疫情帶來的生活轉變，一邊為工作探索新科技的應用，努力與社會一起與時

並進。

2020-2021 年，無論在預防教育及推廣或是康復工作上，中心都將資訊科技與網上服務模式普

及應用在課堂和培訓工作坊當中。同時，我們也會運用視像會議程式為機構或對象提供顧問服務。

然而，中心的同事感受到網上服務的限制，亦認為實體的活動、面授的課堂對我們的服務對象有更

好的互動及影響力，因此中心在疫情緩和的期間，及在確保防疫措施有效推行的前提下，盡可能安

排舉辦面授教育講座、再培訓課堂及小組活動等不同的服務，讓服務使用者在疫情的陰霾下仍可保

持與他人的互動，以及學習新知識與技能。

是年，中心取得由《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慈善計劃》及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開展以職業

技能培訓和社會康復為主的兩項新服務計劃，並分別於 2020 年 7 月及 10 月正式推行。只是，中心

與伙伴機構的協作因受疫情的影響，自去年初暫停至今仍未恢復，大大影響了個案的轉介和招募，

讓服務的推行面臨重重挑戰。過去數月，中心的同事為服務宣傳絞盡腦汁，又努力不懈地開拓地區

的合作以接觸更多的服務對象。期望疫情穩定下來後，個案招募及伙伴合作能盡快回復正常。

至於在政策倡議上，中心在 2020-2021 年內繼續透過發佈公開信、團體聯署及舉辦記者會等方

式，促請政府正視社會的訴求，將新冠肺炎列入僱員補償條例的附表二，成為可補償的職業病；此外，

中心亦關注暑熱天氣對前線僱員的影響，遂與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合作在 2020 年 7 月完成了一項關

於本港前線僱員的熱疾病預防措施及支援現況調查，並在 9 月舉辦了記者會公佈調查結果和向有關

當局提出建議；最後不得不提的是，中心與持份者及專業團體促成，並且跟進超過兩年的「工傷僱

員康復先導計劃」最近有突破性的進展。根據勞工處最新的文件顯示，「工傷僱員康復先導計劃」

敲定在 2022 年推出且列出了具體的執行方案。中心倡議將工傷康復加入僱員補償政策已經很多年，

一直未獲得政府的回應。現在由勞工處主動提出推行先導計劃，是中心與及持份者樂見的。誠如中

心主席所言，中心會積極與其他機構組成合作伙伴，善用多年累積得來的經驗去協助建立一套理想

的工傷康復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

最後，謹此衷心感謝各位同事在過去日子的努力付出，也感謝中心的一眾顧問、董事和委員從

不間斷地支持中心，給予指導和寶貴的建議。更加感謝各方機構和基金的捐助在資源上提供支持，

讓中心在艱難逆境之中仍然能夠堅持宗旨，繼續推動社會關注職業健康及支援和服務有需要的對象。

總幹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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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本港各行各業，中心的服務及工作也無法倖免會受到

影響。過去一年，中心努力開拓不同渠道及新方式去維持恆常的服務；而在疫情的新常態

之下，中心也善用資訊科技為服務機構和對象舉辦線上講座、課程、視像會議及分享會等，

以取代面對面進行的服務及配合服務對象的需要。以下為中心在 2020/2021 年度提供的焦

點服務：

本年度中心在得到贊助機構的資助下，繼續提供了多元化的職業健康推廣服務，與不

同持份者如：僱主、員工、專業人士及地區團體等合作推廣職業健康預防資訊。即使在疫

情的影響之下，中心仍透過不同渠道及模式為服務機構和對象提供服務，同時亦積極發放

與疫情相關的宣傳教育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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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續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三年資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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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的計劃分為兩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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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曾一度因疫情而令服務

延誤，但中心仍為 6 個社會

服務機構單位提供工作環境

風險評估和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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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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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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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亦因應疫情的發展，舉行了數場網上專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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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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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加強宣傳加深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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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名「預防

社區及職業性肺塵埃沉

着病推廣大使」，及與

超過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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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5份）

工作環境風險評估 13 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實體） 1188（42 次）

職業健康講座及培訓（線上） 376（14 次）

職業健康研究 1次

職業健康展覽 5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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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心為一間公營機構及一間社福機構轄下的多個服務單位提供

工作環境風險評估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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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本中心亦獲資助並將出版一本有關常用化學品安全須知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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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與多名不同領域的職安健專家進行個人專訪並連載於刊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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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心亦於有關刊物刊登數篇針

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專題文章，希望與公眾分享本港及世界各地如何預防因疫情而衍生的

職業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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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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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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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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在疫情下，服務使用者對外出參加服務的意欲大幅減少，加上社交距離措施的實施，

中心在2020年期間暫停了部份以面授形式進行的傳統社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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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外展服務，如到醫院進行的講座及外展

諮詢服務亦幾乎全面暫停。縱然在個案招募和服務推行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中心仍然致

力維持核心的服務，並在艱難的時刻嘗試開展新的計劃：	

社區職業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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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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業主任亦會定期聯繫僱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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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至 2021 年期間，中

心於疫情稍為緩和的月份成功開辦兩班課程。

6. 抗疫工作

2020 年 1 月下旬開始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本港肆

虐。防疫物品如口罩、漂白水、酒精搓手液等是市民日

常必須的物資，但在疫情初期卻十分短缺。工友大多

從事前線基層勞動的工作，每天工作時間動輒十多小時

又需要接觸不同的人，因此他們對於口罩等防疫用品及

職安健防疫資訊的需求甚大。與此同時，在疫情下仍需

要定期前往公立醫院接受專科骨科醫治和康復鍛鍊的工

友，同樣需備有足夠的防疫口罩及消毒用品以應付外出

的需要。眼見工友的憂慮，中心遂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申請資助，推行「職安．抗疫樂同行」計劃。計

4. 社交心理調適 – 教育講座及小組活動：

本年度，中心進行了兩次教育講座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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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亦把講座內容輯錄成短片以網上發放形式

讓工傷工友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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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疫情的持續影響，中心迫不得

已要暫停與合作伙伴舉行的義工活動。但中心突破了限制，嘗試採用網上教學的形式把

義工計劃中的手工藝學習部分拍成短片，讓工友於家中跟着參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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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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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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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除

了透過課堂教授工傷康復的知識、就業市場資訊及求職準備外，更會安排一些熱門行業的

技能培訓，如保安、美甲、花藝等。計劃於 2020 年 7月正式開始，但適逢疫情再次爆發，

中心遂嘗試推行網上課程並由職員協助向服務使用者解說及教導使用網上學習及通訊軟

件。及後推行的課程亦因應疫情的發展而安排面授或網上方式進行。

2020/2021 年度開展的新服務計劃

劃除了購置抗疫物資如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丸予工友，更針對三種最多工友從事的

行業製定職安健防疫資訊。整個計劃共有 241 人次受惠，領取中心準備的抗疫物資及抗

疫錦囊。此外，中心亦獲得社會服務聯會「基層生活互助計劃」的捐助，共有 321 人次

領取捐助之餐券，以減輕他們在疫情下的生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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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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醫療及康復諮詢 20

社交心理調適及生活重整服務 171

就業支援及培訓服務 32

職業傷病義工計劃 79

宣傳單張海報印刷 2000

生活，從而建立自信心籌劃未來生活及

準備重投社會。因為疫情及個案招募等

因素的考慮，是項計劃在 2020 年 10 月

才正式推出。

中心定位為一個跨專業的交流平台，希望透過開展不同的培訓及交流機會，給予香港

及內地相關專業人士合作與交流。2020 至 2021 年間因疫情的關係無法正常往返內地，中

心唯有暫停與內地伙伴的合作與交流活動，包括延期籌辦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中

心僅在 2020 年 5 月透過遠程會議方式參與由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與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

院合辦的「第二屆全國工傷預防導師培訓班」，分享「香港與國外工傷預防發展現狀及趨勢」

及「參與式培訓理念與導師角色」兩個主題。

工傷預防及康復跨專業交流平台

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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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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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中心關注及跟進的議題包括：

1.	自 2019 冠狀病毒病在 2020 年在本港爆發以來，中心多次就疫情可能引起的職業健康和

僱員賠償等問題撰寫立場書和公開信，發放予本港不同媒體、專業組織及政府部門，並

提出將有關疾病納入到《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2 中，列為可補償職業病。中心亦聯同港

九勞工社團聯會於 4 月 22 日舉行「促勞工處處長承擔責任		列新冠肺炎為職業病」記者

會，從修例的合理性、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反擊政府拒絕修例的理據，並分享外國將

2019 冠狀病毒病納入為職業病的情況。

2.	政府於 8 月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招募醫護人員及醫護學系的學生，為自願參加計劃的

市民進行採樣的工作。本中心對採樣場地的選址和設計，以及採樣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健康

和安全十分關注。中心主席余德新醫生並聯同時任立法會議員郭家麒醫生於 8 月 27 日召

開記者會，就如何預防參與計劃的前線醫護受到感染提出建議。

3.	本中心一直關注前線僱員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健康風險，於 7 月中旬與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開展了一項前線僱員的熱疾病預防措施及支援現況問卷調查，冀了解前線員工的暑熱工作

情況、對熱疾病的認識程度及相關支援等。其後亦於 9 月召開聯合網上直播發布會，公佈

調查結果及提出改善建議予有關當局。

服務報告

政策倡議

4.	中心自 2018 年開始倡議成立「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基金」，以提供資源幫助職業傷病人

士盡快康復和重返工作。其後在 2019 年勞工處提出「工傷僱員康復先導計劃」，中心

亦繼續就有關計劃的安排與執行提出意見。適逢 11 月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再次就計劃

進行討論，中心於會議前夕又一次向委員分享立場和建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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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是特別的一年，中心在疫情嚴峻的時期實施了特別工作安排，好讓員工能在

家工作，以減低他們在社區感染的風險。是年，中心亦繼續為員工提供以下福利和管理政策：

1. 進修假期及進修基金

2. 專業資歷註冊額費用津助計劃

3. 員工培訓及新入職員工導向簡介

服務報告

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

4. 假期福利

5.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及工傷意外支援

6. 職安健委員會

員工姓名 學院或主辦機構 課程或講座名稱

劉嘉琪 社聯學院 預防及處理工作間的性騷擾

尹晞雯 NGO 人力資源經理會 疫情下的人力資源處理須知

甄媛妍

梁曉彤
香港職業及環境健康學院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nd 

Return-to-Work Coaching Workshop

尹晞雯 社聯學院 在家工作的政策和相關指引分享

王俊鈞 SGS Academy IRCA Certified Annex SL – Module 1 – 
Auditor Transition Course

劉嘉琪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資訊科技資源中心

網頁及流動應用程式

於新常態下之運用及保安

尹晞雯 社聯學院
社福機構數碼宣傳企劃系列：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管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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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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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外界介紹中心的服務及工作項目。本年度，員工出

席的交流包括有：

交流活動及探訪

服務報告

日期及地點 主辦機構 內容

23/10/202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了解該基金來年的工作計劃及

資助方向

5/1/2021 社聯學院
出席社會服務機構人力資源研討會，

掌握人力資源管理的最新資訊

9/2/2021 葵青地區康健中心 交流工作及探討合作

4/3/2021 屯門區區議會代表 介紹中心的服務並探討合作

16/3/2021 黃大仙區區議會代表 介紹中心的服務並探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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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報告

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Limited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21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2020 / 2021 2019 / 2020
HK$ HK$

Income
Donation Income form:

The Community Chest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Project Fund

 1,138,180 
 540,000 

 2,193,308
3,871,488

 1,116,300 
 414,700 

 1,259,721 
2,790,721

Other Revenue
Bank Interest Income
Other Donation Income
Sundry Income

 11 
 31,800 
 70,590

102,401

 623 
 26,700 

 139,613 
 166,936 

Total Income  3,973,888  2,957,657 

Expenditure
Projects Expenditure
Administrative Expense

 3,004,966 
 808,773 

 3,813,739

  2,861,096 
 738,374 

 3,599,470

Surplus / (Deficit) for the Year  160,149  (641,813)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Contingency and Development Fund
Office Acquisition Fund
China OSH Project Development Fund

Total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100,006 
 488 
 350 

 100,844 

 902 
 5,499 

 (9,973)
 (3,572)

 260,993  (64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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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Workers' Health Centre Limi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March 2021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2020 / 2021 2019 / 2020
HK$ HK$

Assets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2,770,499  2,85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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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0 
 226,871 

 3,932,629 
 4,181,370 

 21,870 
 376,810 

 3,241,835 
 3,6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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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00 
 186,024 

 8,700 
 11,000 

 280,124

 74,800 
 - 

 8,500 
 - 

 83,300 

Net Current Assets  3,901,246  3,557,215  

Total Net Assets  6,671,745  6,410,752 

General Fund
Contingency and Development Fund
Office Acquisition Fund
China OSH Project Development Fund

 3,488,309 
 844,621 

 1,763,148 
 575,667 

 6,671,745 

Funds and Reserve
 3,478,159 

 594,615 
 1,762,660 

 575,317 
 6,410,752 

20



辦事處及相關機構

總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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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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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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廷方慈善基金

捐款機構∕個別捐款人士

工傷工友及家屬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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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姚連生紀念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洪福綜合職業復康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賽馬會社區康復學院

肺積塵互助會

保良局八八觀塘工場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天廚有限公司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

香港盲人輔導會職業支援及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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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保護兒童會深井幼兒學校

香港保護兒童會聖誕老人愛心粉嶺幼兒學校

香港保護兒童會譚雅士幼兒學校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機構

本中心於2020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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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僱員再培訓局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22



香港復康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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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強幼兒學校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恩軒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街坊工友服務處

勞工處職業醫學組（香港及九龍辦事處）

廣東省工傷康復中心

職業安全健康學會（香港）

競爭事務委員會

ALDI	Services	Asia	Limited

Smith	&	Associates	Far	East	Limited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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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金星遊戲機中心

國民警衛集團有限公司

盛威夾萬有限公司

群力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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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刁玉先

方秀珍

孔偉珍

李定淵

李細勤

汪章龍

吳		絨

宋運莉

李樂琴

陳素旺娜

夏細姝

陳穎紅

陳艷慶

麥文進

張善華

黃苑萍

黃歡心

曾燕玉

葉海芬

趙雪霞

鄧紫君

蕭美珍

其他人士

義工

夥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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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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