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219

目錄
` 關鍵焦點 ..................................................... 03

` 智變未來 ..................................................... 14

` EYES ON ME.............................................. 06

` 香港職業健康安全事件大事回顧系列 ........... 17

` 關公事 ......................................................... 09

` 勞聯智康協會 .............................................. 18

` 權益議事庭 ................................................. 10

` 開放的天空.................................................. 20

` 議會內外 ..................................................... 11

` 勞聯福利 GUIDE ......................................... 25

` 職安健的
「願望、寄望、盼望」....................... 12

` 6-7 月課程推介 ........................................... 27

關鍵焦點―

EYES ON ME―

智變未來―

勞聯在疫情之下，觀察到不少勞
工政策及法例需要改善，勞動節
為工友發聲是勢在必行的！今期
關鍵焦點同各位讀者回顧近期勞
聯在勞工政策及法例權益上的跟
進工作，以及在
「五•一國際勞動
節」之際提出的八大勞工政策倡
議，期望促使政府有更
「貼地」的
思維及措施，與香港勞工
「疫」境
同行。

負責渠道、水電和物業維修的工
友，疫情下往往身處險境工作，
仍能以專業態度和技術為他人排
難解憂，但眾人卻欠缺職業安全
保障，例如新冠肺炎並未納入職
業病範圍，一旦染疫難有足夠保
險賠償。各工會的會員工友都盼
望當局推出措施，增加保障，讓
他們減少後顧之憂。

所謂
「亞健康」，是指處於健康與
疾病之間的臨界點。那麼「亞醫
生」，就是…生活當中，有些時
候我們會感覺渾身不舒服，但說
不上是怎麼一回事。看西醫，可
能醫生檢查了說沒事；看中醫，
可能說要調理調理，喝了藥卻久
未見效……

勞聯「五．一尊嚴勞動」
請願促請政府紓民困、
創機會及完善勞工政策

物業維修染疫風險高
工友盼改善職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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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焦點

探討香港當下最具前瞻性，最受關注的勞工議題，分析每期最重要的勞工熱點。

勞聯「五． 一尊嚴勞動」請願

促請政府紓民困、創機會及完善勞工政策

2021 年的勞動節實在是前所未有的難過，香港社會及經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爆發達一年半的影

響，部分行業處於停頓狀態，例如旅遊及關口客運交通；部分行業受政府防控疫情的政策影響，陷
於半停頓狀態，例如飲食以及 12 類處所：戲院、健身、美容、派對房間、卡拉 OK 等娛樂場所；建造
及飲食等主要行業的運作亦受疫情及政府政策影響，持續出現停工。各行各業的工友「今日唔知聽
日事」，今日有工開、有收入，不等於明日仍然有，深受無薪假、開工不足、減薪甚至停工等因素影
響，收入及生計持續受到打擊；甚至不少人要借貸方能應付生活開支，這種「有職位但無糧出」的情況
已經成為疫下勞工新常態。

勞聯在疫情之下，觀察到不少勞工政策及法例需要改善，勞動節為工友發聲是勢在必行的！今期關鍵
焦點同各位讀者回顧近期勞聯在勞工政策及法例權益上的跟進工作，以及在「五 • 一國際勞動節」之
際提出的八大勞工政策倡議，期望促使政府有更「貼地」的思維及措施，與香港勞工「疫」境同行。

����址

勞聯爭取儘快劃一假期
至十七天請願行動

劃一勞工公眾假期至 17 天一直是
勞工階層長久以來的訴求，適逢

《2021 年僱傭 ( 修訂 ) 條例草案》提
交立法會，勞聯代表於 3 月 17 日
連同運輸業工友到政府總部發起

請願行動，並向立法會 ( 勞工界 )
潘兆平議員遞交請願信，要求促
使政府優化草案，期望三年完成

將 12 天的「勞工假」劃一至 17 天，
c 勞聯財務主任譚志聰 ( 左一 )、勞聯副主席儲漢松 ( 左二 ) 連同運輸業工友 ( 右一 ) 向潘兆平
議員遞交請願信，要求促進政府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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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上根除「一地兩假」的不公
平現象，締造公平的勞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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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查冊唔理想，
工人維權更惆悵》意見書

「疫」境同行 勞聯要求政府
設立失業／停工援助金

政府即將收緊《公司條例》，擬禁查閱公司

香港自 2020 年 1 月以來受疫情影響至今，各

董事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證號碼。勞聯於 4

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衝擊，大量僱員面臨

月 8 日向立法會遞交相關意見書，關注上述

放無薪假期、遭停工、減薪甚至失業的問題

做法會否嚴重阻礙工人向公司／僱主申索法

持續加劇，其收入及生計受影響達一年半之

定權益；認為新查冊安排不應再增加工人申

久。勞聯於 4 月 28 日召開記者會，建議政府

索法定權益的關卡、程序和時間，要求政府

為失業及停工僱員提供失業援助金，向他們

再優化查冊安排和當中執行細節。

每月發放 9,000 元津貼，為期 6 個月。

����址

取消強積金對沖一拖再拖
勞聯促請政府儘快立法

有見於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在 4 月 20 日

討論「取消使用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的
強制性供款『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事

宜，勞聯當日派代表往政府總部發起請願行
動，促請政府抓緊餘下任期的時間，儘快立
法取消強積金對沖。

c 勞聯副主席陳萬聯應 ( 左二 )、財務主任譚志聰 ( 右二 ) 等四
位代表前往政總請願，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促請政府兌
現承諾，儘快立法及加快行政上的工作，包括「積金易」
平台全面運作，更好地保障打工仔女的退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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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 • 一國際勞動節」前夕 (4 月 30 日 )，勞聯代
表發起「尊嚴勞動」請願行動，到金鐘政府總部向
勞工及福利局局代表遞交請願信，提出八大勞工
政策倡議，要求政府正視並完善本港勞工保障，
尤其在疫情重創經濟影響民生下，政府必須將直
接支援僱員及失業 / 停工人士的思維，結合在防
疫、紓困、救經濟與創機會的決策中，才能與民
同行，協助勞工走出「疫」境。

八項勞工訴求包括：

1. 與勞工「疫」境同行：設立失業援助金、優化
失業貸款、加強職業教育、加快職位創造

2. 兌現承諾 儘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
3. 加快落實劃一假期
4. 擴大破欠基金保障範圍 提高特惠金上限
5. 將新型肺炎納入法定職業病 擴大職業病保障
6. 修訂 4.1.18 連續性契約規定 保障「零工經濟」
勞動者

c 勞聯主席林振昇 ( 中 )、副主席譚金蓮 ( 右 )、立法會 ( 勞工界 ) 議
員潘兆平 ( 左 ) 一起向勞工及福利局代表遞交請願信，促請政府
疫情下勿忘勞工困愁城，積極紓困、創機會及完善各項勞工保
障政策，與勞工「疫」境同行。

7. 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8. 標準工時儘快立法

勞工法例街站

勞聯會務工作人員於 4 月下旬連日擺設宣傳街
站，派發勞聯印刷的《勞工權益手冊》，希望工
友能更易理解勞工法例，注意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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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 ON ME
香港行業及職業類型隨經濟發展而出現不同狀況，專欄與
大家一起探索不同行業的實況，工會代表、會員及義工關
注的問題以及工會服務工友的精神。

物業維修染疫風險高
工友盼改善職安保障

負責修理瘀塞管道的「渠王」，或會接觸新冠肺炎確診者的排泄物

染疫；在醫院負壓病房維修水電的技工，可能碰到附有病毒的物
件，若未正確穿戴全套防護裝備隨時「中招」……負責渠道、水電

和物業維修的工友，疫情下往往身處險境工作，仍能以專業態度和
技術為他人排難解憂，但眾人卻欠缺職業安全保障，例如新冠肺炎
並未納入職業病範圍，一旦染疫難有足夠保險賠償。各工會的會員
工友都盼望當局推出措施，增加保障，讓他們減少後顧之憂。

根據衞生防疫中心通報，不少新冠肺炎群體感染個案，患者均居於
同一大廈，相信病毒通過渠道傳播至不同樓層住戶，部分居民更被
通知緊急撤離，可見現時維修渠管屬高危行業，但每當有物業渠道
淤塞或爆裂，「渠王」只好「搵命搏」趕赴現場搶修，當中「渠王」姚

c「渠王」姚師傅

師傅的工作日常，足以反映行業辛酸。

姚師傅平日不時前往舊式樓宇和「三無大廈」（無業主立案法團、無管理公司及無居民組織）
維修渠管，當中不少大廈的樓梯滿布垃圾及排泄物，衞生惡劣，通渠期間如有樓上住戶沖
廁，往往被污水淋濕全身，「想避都避不了！平時會用兩個大垃圾袋自制保護衣，但風險仍
然很高，一旦接觸了確診者居所的污水，相信很大機會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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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未納入職業病範圍

「渠王」承受染疫風險，維修渠道保障他人健康，

除了基於社會責任，姚師傅坦言是為了維持一家生
計，但目前職業安全保障不足，尤其新冠肺炎並未
納入職業病範圍，若不幸染疫，或陷入困境，「工

作期間受感染，到底責任誰屬？可否獲得賠償？」
他期望當局完善制度，為工友提供較佳保障。

負責醫院維修及更換設備的物業維修技術人員協
會理事羅先生，亦面對染疫風險。他表示，其所
屬醫院有收治新冠肺炎確診者，早前曾前往負壓

c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總幹事繆泰興

病房進行檢查維修，入內前會穿戴院方提供的全
身防護裝備，惟部分維修人員未有全部使用，相
信是覺得穿上全套裝備後手腳欠靈活，會阻礙維

修進度，但此舉會增加「中招」風險，「為自己和他
人健康着想，我會做足防疫措施！」

醫院維修工作難領津貼

羅先生續稱，在染疫風險較高的病房工作，醫院
會提供特別津貼，惟必須工作一小時以上才可申
領；有關要求備受質疑，因為院方將較繁複和耗
時的工程外判，其餘由醫院的維修技工處理，例
如更換花灑頭、電燈管和檢查通風系統，故此不
太可能在病房逗留一小時，所謂特別津貼形同虛
設：「有得睇無得拎！」

c 物業維修技術人員
協會

理事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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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水電和物業維修工作在疫情下危

機四伏，反而更加突顯其重要性，例如部

分市民近期主動聯絡專業維修人員檢查渠

管，或加裝 U 型隔氣管防疫。財政司司長今年

2 月 24 日發表《財政預算案》，當中內容亦包括
政府會預留 10 億元，夥拍市區重建局推行「樓宇
排水系統維修資助計劃」，為樓齡 40 年或以上、平

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較低的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樓
宇的業主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協助為有關大廈渠
管進行勘測、維修、糾正及提升工程，以回應公眾
疫情下對欠妥及不潔渠管會影響健康的關注，有關
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有業界代表對此表示歡迎。

水務技術同學會理事、水喉師傅輝哥指出，屋宇署
負責批核大廈的排水系統設計圖則，列出排水喉的
大小、水缸儲水用量等，惟不少業主將一個單位分
間為多間「劏房」，並自行改變及增設喉管，導致排

水量、落水產生的氣壓等已遠離原先設計，並且降
低大廈排水系統效能，但相信工友按照圖則處理維
修保養事宜便可，亦相信有助市民防疫。

事輝哥

c 水務技術同學會理

轉行可考慮物業維修

疫情下不少行業迎來寒冬，物業維修行業因持
續有較大需求，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成為
不少人轉行的選擇之一。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
會總幹事繆泰興表示，業界收入穩定，不少公

司通常會在年終發放「第 13 個月薪金」（年終花

紅），而以往旅遊業興旺之際，酒店維修人員往
往可獲發第 14 至 16 個月不等的薪金。

物業維修技術人員協會理事桓哥則稱，每年均
有不少建築地盤開工，全港亦有大量樓宇需要
人手維修，故此看好維修業前景；當中物業維
修較適合新手，持有相關證書的人士較容易被
錄取，即使沒有證書仍可入行，初入行月薪約

為 17,000 元至 19,000 元，通常可享有固定假

c 物業維修技術人員協會理事桓哥

期、保險及福利；新人亦可利用公餘時間修讀
相關文憑及水電牌照等，從而提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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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1 April 2021．

關公事

正
副

勞工法例街站嚟啦！

公關妹子一名

職： 權益糾察隊，時刻提提你
做個醒目打工仔女
業： 網絡食花生群組，貪玩好
食專員，優惠資訊預埋你

招牌口號： 幫緊你，幫緊你

過去兩個月勞聯各個中心同辦事處都有好
多新搞作，好似五一勞法街站、舉辦會員
講座、同個別工友了解佢有咩需要幫助等
等。妹子我都同關公事一班同事，四圍出
動為大家捕捉最新鮮滾熱辣嘅勞聯動向，
俾大家一齊重溫下先！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法例嘅嘢，唔止律師先要
識，打工仔女都要識多啲勞
工法例！所以勞聯團隊喺 5
月嘅時候，落街派發工會印
刷嘅《勞工權益手冊》，將艱
澀嘅法例條文，用深入淺出嘅文字表達，
希望市民同工友更易了解勞工法例，提高
自己權利意識，唔好俾人呃咗都唔知呀！
遇上勞資糾紛或疑難，可以打嚟勞聯勞法
諮詢熱線架！

1. 深水埗聯絡處 電話：2779 3766 / 2779 7922
2. 旺角聯絡處 電話：2781 0983
3. 觀塘聯絡處 電話：3615 0018

30 April 2021．

4 May 2021．

話說最近四位渠務工程的工
友上嚟勞聯，代表約 20 位
俾公司拖欠 3-7 個月不等薪
金嘅工友求助。勞聯同機
電行業工會同事協助工友
整理法律程序資料，包括：釐清申索理
據、文件及紀錄等，稍後亦會陪同一班
工友去勞資審裁處進行法律申索。疫情
下好多工友已經褲頭好緊，仲要俾人拖
欠 3-7 個 月 糧 ！ 工 會 真 係 唔 出 手 唔 得 ！

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新入職講座

疫情影響多個行業，最近唔
少朋友轉投保安業，勞聯成
員會「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
會」就決定舉辦新入職講座，
由資深從業員分享工作經驗
同心得，希望協助想轉行工友能夠儘快適
應新環境！工會繼續撐工友，展開工作新
一頁！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1 comments 11 shares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淚��

勞工維權事件簿

�� 'S CHOICE

28

271

2 May 2021．

44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 'S CHOICE

打���

積金局新任主席來訪勞聯

喺勞聯，除咗我地一向關心
嘅廣大工友之外，有時都會
有唔同政府部門代表來訪，
一來可以親身了解勞聯做緊
咩，二來又可以俾工會反映
下最新情況。最近積金局新任主席劉麥嘉
軒女士來訪勞聯，同工會代表交流，大家
就強積金制度同相關政策交換意見，希望
強積金制度可以緊貼各行各業工友需求，
咁大家第時退休先真係可以無憂㗎嘛！

28 April 2021．

�� 'S CHOICE

潘兆平議員立法會反映
極端天氣情況下僱員被扣薪扣假

早前立法會三讀通過《 2021
年僱員補償 ( 修訂 ) 條例草
案》，擴大僱員保障，涵蓋僱
員喺「極端情況」之下返工放
工途中遇到嘅意外。勞聯立
法會議員潘兆平向政府反映，部份僱員喺
颱風時因交通問題未能返工，被扣減薪金
或假期權益，顯示有唔少僱主未有遵守《颱
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希望政府檢討
相關政策，加強打工仔保障！

36

1 shares
235

1 shares

6 comment 10 shares
YOUTUBE

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資訊同優惠？快啲 Follow 我哋各個平台啦！多啲留言，撳下
Like 同心心，等妹子我都知道你哋睇緊，我日日 MON 住架，記得同我互動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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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議事庭

標時立法遙無期，Work-life balance 怎說起?

勞工處 2012 年發表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指出， 2011 年全港曾超時工作的僱員當中有 51.6% 沒有
任何補償，人數達 338,700 人，情況嚴重。及後勞工處雖未有做有關研究，但估計本港長工時情況只
有不斷惡化。勞聯多年來積極爭取的是「標準工時」，過往曾多次就工時政策申述主張：❶ 為工時制定
法律標準，標準工時每周 44 小時。❷ 超時補水 1.5 倍。筆者最深刻的，是參與 2016 年的「勞工界武林
大會」
（詳見《勞聯報》第 189 期 , P.6「勞工界標準工時諮詢大會 2016」紀事）。可惜，政府只在 2018 推出 11
個指定行業的工時指引，至今未有實施，顯然對勞工界意見充耳不聞，推進「標準工時立法」一事更是毫無
寸進。在此，有必要比較說明一下「標準工時」、「合約工時」之間分別：
標準工時

概念
工時

超時補水
保障?

合約工時

標準工時是指僱員每日及／或每周的法定工作時數。如僱
員工作超出該時數，僱主便須支付超時工作薪酬作補償。

以書面合約清楚列明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的條款等。

時薪的 1.5 倍
（勞聯建議）

可以無補水

每週 44 小時
（勞聯建議）

僱主與僱員自行商議

1. 規範工作時數，防止僱主提出強迫加班和無償加班

1. 用書面合同列明工作時數，減少勞資雙方因此產生的糾紛。

的無理要求。

2. 工友有更多時間休息鍛煉和陪伴家人，有助促進生
活健康與家庭和諧。

2.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只要不違反法例，勞資雙方可自

3. 工友有更多時間培養興趣和自我增值，令社會的發
展更多元化，發掘更多方面的人才。

權益有獎問答遊戲

❶

政府統計處發表的《綜合住戶統計
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20 年 10 月
至 12 月 ) 顯示，2020 年第 4 季就業
人士在統計前 7 天內的工作時數中
位數為多少？

A. 42

B. 44

C. 48

❷

行訂立合適的僱傭條款及條件。因此政府現推行的合約工
時，只是把這個勞資雙方基本上都會做的行為規範化、合
法化，僱主仍然有權要求僱員長時間工作和無償加班，對
僱員的工作時數和加班補水未有實質的保障。

按《僱用青年 ( 工業 ) 規例》，每日
最長僱傭期為多久？

A. 8 小時 B. 10 小時 C. 12 小時

姓名︰＿＿＿＿＿＿＿＿＿＿＿＿＿＿＿＿＿＿＿＿＿＿＿＿＿＿＿＿＿＿＿＿＿＿＿＿＿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姓名相同）

香港身份證號碼︰＿＿＿＿＿＿＿＿＿＿＿＿＿

（只須填寫英文及首三個號碼，例如：A123XXX（X））

聯絡電話︰ ＿＿＿＿＿＿＿＿＿＿＿＿

行業 / 工會名稱︰ ＿＿＿＿＿＿＿＿＿＿＿＿＿＿＿＿＿＿＿＿＿＿＿＿＿＿＿＿＿＿＿＿
參加細則

1. 歡迎年滿 1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參加，每人每期只限填寫 / 參加一份 / 次，
超出的份 / 次數均屬無效。
2. 參加者可透過網上 / 傳真 2771-8390/ 郵寄（註明權�問答遊戲）等方式於截

❸

勞聯建議把每週工時建議
縮短至多久？

A. 40

B. 44

C.48

請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表格，郵寄至深水
埗福華街 27 號朝光商業大廈 6/F 或傳真
至 2779 2380 勞聯權益委員會收，信封面
請註明「權益有獎問答遊戲」。
截止日期：
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五點前。

218 期《勞聯報》權益有獎問答遊戲
答案 1.C 2.B 3.B

218 期得獎名單：
黃華英、李潔嫻、黃健朗、陳金鳳、
文銳坤、歐仙麗、甄偉光、孫洸邗、
SUN LAP YIN、SZE TSA KIN

4. 得獎者的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姓名相同，否則將被取消得獎資格。
5. 得獎者將有專人通知領獎事宜。如需代領必須預先致電 2781-0983 通知本會，
代領人領獎時必須交上得獎者的授權信及香港身份證副本。

止日期前交回已填妥的答案紙，逾期無效。

6. 勞聯權益委員會保留更改活動事宜、參加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3. 參加者必須全部答對題目，方有機會通過抽籤方式贏得價值 $50 超市禮券，

7. 倘有任何爭議，勞聯權�委員會保留最終決定及解釋權。

得獎結果以勞聯權益委員會的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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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內外

立法會潘兆平議員（勞工界）辦事處
地址：旺角上海街 682 號潤基商業大廈 10 樓 C 室
電話：2787 9166
傳真：2787 2061
電郵：poonsiuping@hkflu.org.hk

成功倡議失業貸款 長遠設立恆常機制
執筆之時，《 2021 年撥款條例草案》正
恢復二讀辯論，社會對今年財政預算案
批評不絕於耳。雖然預算案有種種缺
陷，但我仍想感謝財政司司長，突破了
官僚體制，願意承擔責任，在庫務局推
出百分百擔保的個人失業特惠貸款，該
計劃可說是我和勞聯十多年來，致力提
倡「失業貸款基金」的變奏。勞聯的立
法會議員是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
失業率飆升期間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
基金，自此每年表達對預算案意見，都
必定促請當局考慮，但每次都是石沉大
海。終於財政司司長在今年正式推出與
勞聯方向一致的政策。
誠然，失業貸款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援助
失業僱員的措施，勞聯與其他關注勞工
權益的團體一樣，數十年來一直要求政
府設立失業援助，幫助失業而頓失依靠
的僱員，政府卻搬出種種似是而非的理

由，把勞工界的意見置若罔聞，我們才
另闢蹊徑，建議一個以貸款代替援助的
折衷方案。
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已深深改變了傳
統的勞動市場，職業已變得愈來愈不
穩定，政府已不能迴避設立某種形式的
失業支援措施。我們要求把失業貸款計
劃恆常化，以應對日益不穩定的勞動市
場，若政府未能長遠承擔信貸保證，退
一步說，我們建議以僱員的強積金作為
信貸擔保，以落實一個可持續運作的失
業貸款政策。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失業數字，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經季節性調整的
失業率是 7.2%，人數達 26.1 萬，同期就
業不足率 4% ，人數達 15.4 萬。勞福局
局長羅致光認為失業率「見頂」的可能性
高。但失業率見頂又如何？即使失業率

c 今年 2 月，我與其他議會同事一同接種新冠
肺炎疫苗。

回落，勞福局是否便認為可對失業僱員
袖手旁觀？局長的樂觀估計，對開工不
足、被迫放無薪假的廣大僱員的生活壓
力無濟於事，徒添社會怨氣。與其口若
懸河，矇混過關，我希望勞福局能切實
推出有助失業僱員的措施。

懇請參與 2021-22
薪酬趨勢及期望調查
薪酬待遇一直是打工仔女最關注
的議題，他們的收入能否應付開
支、生活質素如何，亦是勞工界
所關切的。自 2012 年起，勞聯持
續為僱員的薪酬調整作年度問卷
調查，希望了解眾僱員當年薪酬
調整幅度，以及對未來一年薪酬
調整的期望。

更多相關消息，請瀏覽以下網址：

legco-poonsiuping.org.hk

填寫網上問卷

過去一年，受疫情影響就業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為分析
本港打工仔女的薪酬變化，勞聯社會事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6 月開始，進行「2021-22 薪酬趨勢及期望調查」展開問卷調
查，以掌握各行業僱員的薪酬情況，希望大家能踴躍參與，
並推動呼籲工友們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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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的

「願望、寄望、盼望」

工傷事故所造成的傷害是不能改寫的，要珍惜工人性命和健康，加強工作安全的準備是必不可少！從事機電
行業數十年的工友和哥，就因為從鋁梯墮下導致下肢癱瘓，需依靠輪椅代步。一失足成千古恨，和哥再三提
醒：
「不要等出事後才來後悔，僱員僱主都必須注意工作安全！」勞聯主席林振昇則在報章撰文，直言本港的
職業安全狀況使人擔憂 ( 詳見後頁 )。

資深電器師傅和哥 ，三年前經歷一次工業意外令頸椎受損，現時需靠輪椅代步。回想意外發生時，和哥正在

一棟新型工貿中心進行高空工作。當時正使用鋁梯維修裝置，但基於施工地面不平、鋁梯不穩，導致和哥從
上方墮下，頸椎撞上硬物昏迷。和哥被送到醫院原本要即時做手術，但因為發燒被迫推遲，錯過了治療頸椎
傷的黃金時間。

現時和哥需定期覆診及做物理治療，「出街郁動下總好過躺在牀上」和哥沉重說道，「現在腰以下都失去知
覺，不會痛不會癢」做物理治療拉拉筋脈寄望減慢肌肉流失。探訪期間和哥亦多次語重心長提醒，開工時要

做足職業安全措施。他又認為增加職安罰則有作用、可增加一定阻嚇性，強調健康非必然。和哥的經歷，間
接呼籲各位工友應時刻提高警覺，正所謂：
「開開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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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增職安健罰則
保障工人性命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

林振昇

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統計資料，在去年 7 月 14 至 23 日期
間，本港在十天內發生了四宗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在去年
的 12 月 7 日至 14 日，亦在八天內發生了五宗致命工業意外。

這兩段短時間內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幾乎已佔了建造業全
年個案的百分之四十，反映去年下半年的職業安全狀況仍然

使人擔憂。疫情打亂許多工程進度的步伐，某一段時間或�
要趕工，可能使僱主和僱員忽略了職業安全措施。

政府資料顯示就涉及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的個案而言，在

2019 年每張傳票的平均罰款約為 20,700 元，在同年審結的
23 宗致命個案中，每名被告的平均罰款約為 58,000 元。這
些判決使社會普遍認為刑罰過低、欠阻嚇力，更有「一條人
命都係幾萬蚊」的說法，甚至只被視為工程成本的一部分，

即使是曾經違反法例的僱主，也沒有多大動力去改善職業
安全措施。

其實此類判決只針對極嚴重的違法個案，即比較集中針對一些故意或罔顧後果地作出的行為或不作
為，造成嚴重後果包括引致工人死亡或嚴重受傷。因此，如果絕大部分僱主都遵守職業安全相關法
例和守則，我們相信被界定為極嚴重的違法個案只佔極少數，這也達到具有阻嚇力之目的，誘使僱
主重視職業安全，盡力制定措施以防止工業意外發生。政府亦建議加入條文要求法庭在量刑時須參
考被定罪公司的營業額，法庭在量刑時會考慮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並不是以打擊企業為目標，因
此不會造成公司結業潮。

同時亦有勞工團體擔心修例後，是否真正能解決罰則過低的問題，法庭是
否充分理解修例的原意是增加阻嚇力，推動社會改善職業安全，實際的判
罰是否達到預期效果還是未知之數，我們建議法例在實施一段時間後，政
府適時檢討，確保法例可以加強保障職業安全�
原文已刊登於《星島日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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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變未來
每個培訓課程都承載了待業人士建立自己事業的期待，每個課程都是為學員鑄
造寶劍的訓練班，勞聯組織學員／導師及工會分享如何為培訓學員提煉實力，
讓自己的寶劍出鞘。

元老醫術：

推拿按摩

⸺專訪中醫養生工會理事、
推拿按摩導師及學員
所謂「亞健康」，是指處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的臨界點。那麼

「亞醫生」，就是…生活當中，有些時候我們會感覺渾身不舒
服，但說不上是怎麼一回事。看西醫，可能醫生檢查了說沒
事；看中醫，可能說要調理調理，喝了藥卻久未見效……

推拿按摩的手法起源於
上古之時，
《史記》中形容
是「治病不以湯藥」

「曾經有位中風病人，手腳不能動，說不到
話，也吃不了東西。我替他推拿治療後，

看著他的情況逐步改善。」資深推拿課程導

師鄧秀紅 (Sandy) 娓娓道來。「猶記得第一
次替他推拿後，他舒服得足足睡了三天，
身體得以好好修復。之後我一周過去替他
按一次，起初他還只能盯著我吃東西，雙

眼發光，眼神裡盡是饞意。多來幾次
後，某天看到他自己動手慢慢撕開包

裝紙，吃起糖果來！他吃得高興，
我看著也欣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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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醫者心 助人不覺累

說到中風，六十多歲的勞聯推拿課程畢業

生⸺區敬民先生感受特別深刻︰
「我也中

過風，但這也是我當推拿按摩師的起點。」
當時區先生已經退休，沒料到有天突然爆
血管，中了風，在醫院躺著。那時內心暗
諗，若然能痊癒，一定要努力幫人。三天

後，他竟然能動而且出院，醫生們也十分驚
訝。區先生也就信守承諾，向天報恩。他先
去學氣功，學「原始點」，後來又報讀保健

按摩班，把按摩工作賺得的收入都捐出去。

「做推拿按摩，要有心。」導師 Sandy 指出。

「真的，做推拿按摩，著實不容易。做這
行需要長期半蹲彎腰使力，你試試一天能
堅持這樣的動作多久？」區先生笑問。

「除了有心，也要用心。」Sandy 補充。

「來的人不會無緣無故，他們都是帶著『問
題』來的。有時這些問題是無形的，例如情
緒、壓力，作為推拿按摩從業者，對方心
理層面也需要照顧。因為有時候，這些心
理因素，就是身體『無名腫痛』的癥結。」

精神壓力會影響血氣運行，為了解決「無名
腫痛」，推拿按摩師有時不得不成為「江湖百
曉生」。不管客人是談馬經，還是論生意，
都要搭上話。有些話來得到位，就像在對

方身上推了一把，揉到骨子裡，舒筋活血。

c 推拿按摩課程導師鄧秀紅

c 推拿按摩課程畢業學員區敬民

尋根究底 學海無捱

「為什麼會報讀課程？因為怕按傷人。」區先生坦言。

心很重要，手法更重要，是基本功。人全身十四道經絡是怎樣的？血氣怎麼

走？哪個穴位對應著什麼功效？這些都要熟悉。Sandy 和區生也坦言自己需
要不斷進修，學習不同按摩知識及方法，才得以助人自助。像導師 Sandy，
她即使是資深的推拿按摩師，亦進修了骨骼解剖、教育心理學等課程。這些
知識，都能應用到推拿按摩技巧中。

推拿按摩這行，入行很容易，會按就行。但要按得精準有效，就是一門學

問。「我自己做按摩這行，有時也會到按摩店讓行家推拿一下。可是有時對
方左搥右壓，總是不到位。」Sandy 搖頭說道。區先生笑一笑，補充︰
「有些
從業員會避開辛苦的穴位不按，我偏愛按這些位！」

「推拿按摩這行很需要專業化。」香港中醫養生行業工會理事張永寶指出。
「專業化的話，例如政府設立考試制度、專業資格，從業者就無法濫竽充數，
混水摸魚。推拿行業質素有了保證，市場對從業者就會有更大信心和尊重。
像日本及台灣那樣，推拿按摩行業早已專業化，政府設有相關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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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入行推拿按摩，以往都是到按摩店

推廣，它與醫療關係密切，是種『預

九十年代，很看師傅，技術都是口

太辛苦，就交給推拿師處理了。」張

當技師吸取經驗、偷偷師。特別在

傳，其中也沒理論，不明白的問也問
不出什麼來。現在好了一點，有一些
課程修讀，像勞聯，有辦推拿按摩師
課程，想入行者可以系統地了解和學

防醫學』。中醫也贊成推拿，只是推拿
永寶先生指出工會也有推拿師與中醫

師合診的活動， Sandy 本身也在大學
中醫課程裡教推拿按摩。

習。

Sandy 分享心得︰「推拿按摩師就像

業發展的桎梏。「政府沒怎麼推廣推

法。當初我入行，也是因為自己身體

不過生計也是一道關口，是影響著行
拿按摩這行業，社會也不視它為一種
專業，從業者很難有穩定的收入及晉
升階梯。有些從業員為了生計，一天
接了十個八個客人。但其實一天按摩
五個客人的話，身體已經很勞累，我
認識很多推拿按摩從業員都曾經因為

研究人員，客人說身體不舒服，你就
要研究一下，找出問題根源及解決方
不舒服，就去看書找原因。研究研究
著，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就開始研究
別人身體不舒服的根源，尋找解決之

道。」區先生也點點頭，認同這是專業
推拿按摩師應有的鬥志。

過勞出現受傷或勞損 ...... 如果這行業

「當上課程導師後，看著學員能夠將

障，除了能招聚人才，亦能減少過勞

助人，我也不期然愉快起來。」Sandy

建立註冊制度，增加行業的認受及保
的風氣。推拿按摩這行業其實很值得

自己所教的知識技能融會貫通，用於
一臉滿意。

都市隱疾 留意亞健康

「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區先生精煉
出推拿養生的八字真言。

超過二十年推拿養生經驗的 Sandy 及

 中醫養生行業工會理事張永寶

張永寶先生也贊同。｢ 都市生活中，
很多人不知不覺的微小習慣或事件，
例如吹冷氣、喝冷飲、晚睡、運動受
傷、精神壓力大等等，都會導致身體
血氣不順，很累、渾身酸痛。這就是

常見的『亞健康』，是很貼身的都市隱
疾。或許我們只是外遊時，一時興奮
赤腳走雪地，或者泡溫泉時毛巾沒蓋

著頭，但這些也足夠使我們進入『亞健
康』狀態了，絕不能輕看呢！」

當我們感到身體隱隱不舒服，除了中
西醫，不妨找找推拿按摩。說不準，
潛在問題也解決了。

所謂「亞醫生」
，就是推拿按摩師。

16

VOL. 219

香港職業健康安全事件大事回顧系列 —

從多宗沙井意外反思密閉空間的
職業健康和安全

稿件由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提供

早前我們透過污水處理廠事件了解到
密閉空間工作的危害。其實密閉空間
涉及範圍甚廣，包括貯槽、沉箱、污
水渠、隧道、鍋爐、艙口等。今期我
們將透過多宗沙井工業意外，繼續反
思密閉空間工作的健康安全。

沙井事故所引起的關注

沙井，即地下渠道，是電話線、電
線、煤氣喉管及水渠等地下設施的出
入口、維修及檢查的空間。由於內裡
可能滿佈沼氣、二氧化碳及一氧化碳
等窒息性及爆炸性氣體，工人需面對
窒息及爆炸等不同危險。沙井意外在
過去數十年不時發生，涉及氣體中
毒、電纜損毀引致爆炸、遭雨水沖
走、墮井等，可謂危機四伏。

政府於 1973 年就密閉空間工作制訂
《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
（下稱《規例》），並先後兩度修例，隨
後於 1999 年制定新一套《規例》。 [1, 2]
然而新規例生效後，悲劇仍不時重
演，引起各界討論。如在 2006 年，
有工人於沒有監督及風險評估下進入
沙井工作，導致兩名工人吸入沼氣喪
生。[3, 4] 渠務署就意外批評承建商未有
於進行密閉空間工作前通知署方及進
行風險評估。[4, 5]
另外，政府法例及預防工作亦受質
疑，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曾指出刑罰過
參考資料：

1. 教育統籌局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
( 第 59 章《工
)
廠及工業經營 ( 密閉空間 ) 規例》, 人力事務委員會 1998 年 9 月 24 日 .
（1999 年第 271
2. 《工廠及工業經營 ( 密閉空間 ) 規例》
號法律公告）

3. 違規判上判 工程無需要 將停牌處分 沙井奪兩命總
承建商嚴重犯錯 . 蘋果日報 . 2006 年 8 月 12 日
4. 政府資訊中心 . 渠務署發表沙田源禾路沙井意外調
查報告 . 新聞公報 . 2006 年 8 月 11 日 .
5. 香港工會聯合會 . 沙井意外反映渠務署監管不力 ,
最新消息 < 關於我們 | 香港工會聯合會 . 2006 年 8 月
17 日 .

輕，促請當局修例及加重刑罰，以增
阻嚇性。 [6] 此外，即使勞工處的密閉
空間工作守則已列明承建商需在惡劣
天氣下重複進行風險評估，但於 2011
年工人於沙井內被雨水沖走導致喪生
後，有團體指出該指引有欠清晰，導
致工人於大雨下仍下井工作。[7, 8]

勞工團體亦關注搜救及相關人士的安
全。在 2004 年，一位消防員在拯救
被困沙井的工人時疑因氣體中毒喪
生， [9, 10] 雖然消防員進入密閉空間時
不受《規例》規管，但由於消防處亦有
為消防員提供相關拯救指引，故於事
發後，處方及部分團體也建議調查肇
事人員有否依照相關指引，並檢視當
中的漏洞，以保障其他進入沙井的人
士。[9, 11]

促請改善職安健預防措施
保障密閉空間工人安全
1. 消除危害

保障工人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必要的
危害。以 2006 年的沙井事故為例，
相關工程本可由風險較低的開坑工
程代替，但管理人員仍安排進行沙
井工作。[3] 若能以較低危害的工作
程序取締，員工則無需面對沙井帶
來的危害。故任何工程均應在發出
工作令後，嚴格監管相關管理人員
有否遵守，避免不必要的高危工作。

6. 兩工人疑中沼氣倒斃沙井 . 大紀元 . 2006 年 8 月 2 日
7. 惡劣天氣指引籠統 無暴雨警告要開工 . 明報 . 2011
年 6 月 18 日
8. 沙井意外須徹查 . 文匯報 . 2011 年 6 月 18 日
9. 消防勇士捨身救人張振威遺七歲女 . 文匯報 . 2004
年7月8日
10. 沙井沼毒殺工人及消防員 . 蘋果日報 . 2004 年 7 月
7日
11. 香港工會聯合會 . 促僱主加強監管沙井等密閉空
間的工程 , 最新消息 < 關於我們 | 香港工會聯合會 .
2004 年 7 月 8 日 .
12. 余德新 職業健康 . : 中文大學出版社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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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工人接觸危害的機會

若密閉空間工作屬必要，管理人員
應安排合資格人士進行風險評估，
並設有效的工程控制來減少工人接
觸危害的機會，例如透過有效的通
風系統供應鮮風及稀釋井內氣體的
濃度，減低爆炸或氣體中毒的機
會。[13, 14] 另外，管理人員亦應設立有
效的緊急應變措施，包括組織受過
訓練的救援隊以便作即時救援，同
時安排人員候命，於意外發生時召
喚救援人員到場。[13] 然而，在 2014
年一宗沙井意外中，工人沒有通知
救援隊反而獨自下井救人，最後兩
人均告昏迷。[15, 16] 政府亦應加強監
督，確保承辦商嚴守法例及指引。[17]

3. 保護工人免受傷害

從多次的沙井意外可見，多位遇
害工人均沒有佩戴相關安全裝備
或裝備不齊全，[18, 19] 可見管理人員
應為工人提供齊全及有效的保護
裝備，同時加強正確使用該些裝
備的教育。

密閉空間的意外成因繁多，要全面改
善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必須從危害
消除、減少接觸危害措施及防護裝備
方面入手。另外，即使已制定密閉空
間工作的法例及指引，政府亦應加強
監管，並安排訓練及提高工人的安全
意識，以免相關措施形同虛設。

13. 勞工處 . 工作守則 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與健康 .
2000.
14. 勞工處 . 預防渠務工程氣體中毒事故 . 2007.
15. 沙井工人疑吸沼氣一死一傷 . 蘋果日報 . 2014 年 9
月2日
16. 疑吸沼氣工人一死一危 . 太陽報 . 2014 年 9 月 2 日
17. 職業安全健康局 . 密閉空間的危害及預防措施 , 綠
十字 . 2003 年 7 月 ; 第四期 .
18. 工人沙井探勘 黑夜暴雨溺斃 死得寃 . 蘋果日報 .
2011 年 6 月 18 日
19. 渠署：二判公司涉疏忽 無安全裝備 未申請許可
沙井沼氣殺兩人 . 蘋果日報 . 2006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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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智康協會

勞聯智康協會成立於 2002 年 8 月，是一間獲香港稅務

條例第 88 條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以發揮勞工階層的
社會資本及推動職業教育為宗旨，致力協助弱勢社群、

扶助青少年成長。自成立以來，堅持紮根基層，為社區
及大眾創造和諧生活。

c 位於深水埗福榮街的環保社區回收中心

發展歷程
2003 年

2009 年

2013 年

c 2003 年 6 月 19 日“關懷行動－家具清潔及家居維修計劃”開工禮

2003 年－勞聯智康於「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期間，響應由社會福利署統籌的「紓困計劃」，獲政府批出港

1,400 多萬元展開「關懷行動－家居清潔及維修計劃」，為弱

勢社群改善居住環境對抗疫情。在整期關懷行動中共服務超
過 2 萬戶基層家庭，受惠人次超過 5 萬，並為參與計劃的失業

人士提供暫時性的收入，共渡時艱。而在當年成立的家居維

修及清潔服務隊，至今仍義務參與本會的各項家居維修活動。

2021

重點
活動推介

活動一

c 位於深水埗麗閣邨的地區服務中心

2009 年－勞聯智康在深水埗麗閣邨開設地區服務
中心服務基層。同年亦獲得教育局撥出土瓜灣一間

空置校舍，用作設立英才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去幫

助弱勢社群、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提供就業培訓，
令他們習得技能後重新投入職場。

中華電力公司
「全心傳電」計劃 2021

有需要人士，包括：

❶ 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獨居 / 雙老長者
❷ 殘疾人士 及 ❸ 低收入人士

可以透過勞聯智康申請
「全心傳電」計劃，成功申請

者將獲得港幣 500 元電費資助，詳情請掃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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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勞聯智康成功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撥款，在深水埗區成立環保社區回收中心，幫
助居民培養分類回收的習慣及加強「乾淨回收」、

「源頭減廢物」的概念。並向何文田、北土瓜灣及九

龍城區內居民推廣回收計劃，宣傳社區環保信息，
推動社區減廢，創建社區綠色力量，提升生活質

素。該計劃於 2020 年 12 月完滿結束。在這 7 年期
間，環保大使到訪大廈的次數共 7,000 次，參與回

收計劃的大廈近 200 幢，近 1.5 萬戶家庭參與。回
收電腦電器近 7,000 件，塑膠廢料近 500 公噸。

2015 年

c 2018 年資歷架構資源角開幕禮

2018 年

c 2015 年翻新後的英才賽馬會教育中心

2020 年

c 與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行「同心抗疫」義工關懷行動

2015 年－英才職業技能 培訓中心獲得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的
600 萬元的捐助，為中心進行翻新及增添舞蹈室，並改名為「英才
賽馬會教育中心」。至 2018 年，於中心設立資歷架構資源角，方便

去年是新冠疫情嚴峻的一年，勞聯智康沒有停下服

中心多年來培訓的人次以萬計，協助了不少完成培訓的學員成功找

共向長者、傷殘人士及新移民家庭、工友等派發口罩

務步伐，舉辦「攜手抗疫 你我同心」為主題的系列活

市民取得各項資歷架構資訊外，亦加強在地區層面推廣資歷架構。

動，積極向社會籌措防疫物資並得到熱心人士響應，

到工作，為其家庭舒緩經濟困難。

活動二

超過 15 萬個、酒精搓手液超過 5 萬支。

九龍區賣旗籌款活動

勞聯智康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將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 ( 星期六 ) 在九龍區進行賣旗籌款活動，
善款將會用於維持及發展勞聯智康的服務，包括家庭支援、長者支援、就業支援服務等等。
歡迎讀者您登記成為賣旗義工，共同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出一分力！

2784 5300

登記成為義工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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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天空

「疫」境善待員工 誓不減薪裁員
良心老闆成功守業 勞資共創光明前路
「我都做過打工仔，所以對員工說『別擔心』，我不會解僱他們！」新冠肺炎疫情去年

二月爆發後，飲食業生意因防疫規例和市民減少外出用膳而大減，東主紛紛結業、
裁員、裁減員工薪金或要求放無薪假，任電工師傅、經營酒吧餐廳的 Andy 亦面對沉

重經濟壓力，但他深明工友手停口停的苦況，亦相信疫情過後可恢復盈利，故此堅
持發放全額薪金，尚幸早前防疫措施放寬後，餐廳生意逐漸回復，員工也更用心工
作，以回報這位良心老闆。

四十二歲好老闆 Andy 表示，他過往亦是打工仔，中五畢業後曾經在工程公司、建築

署當電工學徒，打穩基礎後考取電業工程人員牌照，其後「自降身價」在屋邨店鋪再
當學徒吸收經驗，「鋪頭仔咩都要識，配鎖匙、換水龍頭……」經歷約五年在不同店

鋪「跑散」及報讀課程學習，他約十年前自立門戶，開設工程公司接洽設計、裝修及
維修等生意，難忘曾為舢舨整修電力，「要能同時供電給一百個電燈，才可通過政府
電力檢查，很有挑戰性！」

創業不久爆疫情
誓言不減薪裁員

從事電力工程行業多年， Andy 前年獲
一名在酒吧餐廳工作多年的友人告知，
該間位於尖沙咀、開業逾四十年的奧地
利酒吧餐廳，因老闆不想繼續經營，正
物色他人接手生意，他與妻子商量後，
雙方均認為有商機，於是在前年年底頂
手經營，當時基於九成客人是外國人，
為拓展本地人客路，遂在延續該酒吧餐
廳特色之餘加入更多本地元素，包括每
逢周末邀請本地音樂人駐場演唱流行經
典歌曲，並著重與客人互動，成功吸

引不少本地青年光顧，「現場演奏氣氛
好，有客人包場舉辦歡送會、也有向心
愛的另一半求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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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生意漸入佳境之際，去年 2 月突

然爆發疫情，當局一度禁止晚市堂
食，導致飲食業損失慘重，不少東主

均向員工「開刀」，包括減薪、放無

薪假或裁員， Andy 卻堅持向三名員
工發放全額薪金，並保證不會裁員。
他解釋，因為過往也是打工仔，深明
手停口停的苦況，也相信疫情總會過

去，「簽了四年租約，應該不會四年
都虧損，無盈餘不要緊，照顧員工為
優先。」

良心老闆屢行善
「疫」境漸去客雲來

c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2019 年攝

誓與員工共渡難關的 Andy 透露，當時經濟壓力其實相當沉重，即使加入外賣平台亦無補於事，「有時成晚只有一單
外賣生意，我和太太有幾個月更要「蝕人工」，幸好業主有減租，員工薪金、租金和水電開支還可應付」，及至近期
防疫措施放寬，餐廳逐漸恢復熱鬧光景。

獲員工稱頌的 Andy ，原來近年一直行善舉，以社福

機構義工身分為長者維修家居，如更換因颱風損壞的
窗戶等，近期亦協助一位長者修補不時剝落的天花，

「希望幫助婆婆改善生活環境，吃飯時不會吃到石屎
掉落產生的灰塵。」

節流倒不如開源 自我增值拓客路

面對疫情下的困境，有老闆選擇節流，於是減省員

工薪金等開支，但 Andy 一直著重開源，例如早前報
讀調酒課程，店內販售的特色雞尾酒「Nice to meet

you 」( 意即「很高興認識你」) ，正是其自創佳釀，

慶幸深受少女性客人歡迎，「帶有花香和橙的清新香
氣，甜而不膩！」此外，他說最近亦學習吹奏色士

風，打算為客人演奏慶祝生日。善待員工，增值自
我，良心老闆自有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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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Unions
* 此優惠計劃只供本會有效會員使用，其他證件均不接納使用。

聲明：參加此優惠純屬自願及個人決定，本會並不會就此計劃與任何會員之間疑問、爭議或交易作任何負責。

健道國際醫療集團專為協會成員提供
綠咭

基���

金咭

免費申請，可享優惠

每位年費只需要 $1130

` 數百間註冊診所覆蓋全港各區

` 普通門診(包三日基本藥物) HK$190

` 12次免費西醫普通科門診（包三日基本藥物）

` 脊醫醫療HK$470

` 包括綠卡基本會籍的所有優惠

` 專科門診(包四日藥物) HK$460

` 物理治療( 經西醫轉介) HK$330
` 中醫門診(包兩日藥物) HK$175

自�項目

�科

自�項目

每位年費只需要 $370（2021 年 1 月）

` 其他服務：視光，聽力，營養師，心理輔導，
化驗所服務，足脊，會計，法律等等

` 每年一次洗牙/牙漬

` 近千間診所覆蓋全港各區

` 可轉介牙科專科醫生

` 跌打治療 HK$280

` 不設上限的普通脫牙/藥物/補牙及其他服務

參與健道醫療卡服務計劃純屬自願性質及個人決定。��不會就會員與醫療診所之爭議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及賠償。
註： 1. 以上優惠必須使用健道醫療提供的網絡名單的醫療診所
2. 不當使用健道醫療卡 , 本公司不設醫療差額補償。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健道國際或勞聯熱線：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1 0983

｜

健道國際醫療

2683 0698

3. 牙科及驗身計劃 , 只限綠卡或者金卡持有人額外自行決定參加。
4. 健道國際醫療保留一切有�價格及參加資格之最終決定權。

6832 2566

info@health-way.org

ERB「人才發展計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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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6-7 月課程推介

開課日期以進修中心最新公布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1998 年成立勞聯僱員進修中心目的為各階層人士

就業掛鈎課程

提供不同類型的實務培訓，重投勞動市場，分別位
於太子、旺角、觀塘、大埔、葵芳、屯門及土瓜
灣。致力為各階層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職前以及在
職培訓，提升競爭力，從而改善生活質素。

飲食

僱員再培訓局（ERB）課程

健康護理

20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

17 天全日及 11 天半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12 天全日及 8 天半日

TM

07 月 02 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20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PE

07 月 14 日

物業管理及保安
中醫保健

上課中心

共 31 小時

PE

共 30 小時

YC

麵包製作（咸包及酥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共 30 小時

TM

保健及食療營養基礎證書（兼讀制）

KF

營養知識 I（體重管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共 29 小時

素菜的認識與製作基礎證書（兼讀制）
有關學費及資助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勞聯業餘進修課程
課程名稱

車仔麵食 飲食
創業計劃

開課日期

共 30 小時
共 21 小時
共 18 小時

上課時間

17/06/2021 15:00-16:30

文王易卦

29/06/2021 19:00-20:30

健康社交舞步

08/07/2021 10:30-12:00

其他 家居水電維修
英語國際音標課程

KF

12/06/2021 14:30-17:45
09/07/2021 10:00-12:00

07 月 17 日
07 月 03 日
07 月 19 日
07 月 03 日

YC

8堂

4堂
3堂
5堂

6堂

07 月 15 日
07 月 20 日

YC

4堂

開課日期

通用技能培訓課程

07 月 19 日

SF

堂數

22/06/2021 19:15-21:45

綜合瑜伽

14 天全日及 10 天半日

九龍彌敦道
771-775 號
栢宜中心 5 字樓

2787 9967

CC 旺角

九龍旺角上海街
446-448 號
富達商業大廈 1 字樓

2781 0983

HM 觀塘

九龍觀塘
巧明街 111-113 號
富利廣場 706 室

2793 9887

PE

07 月 16 日

PE

06 月 22 日

共 30 小時

PE

06 月 04 日

共 56 小時

YC

06 月 22 日

資訊科技應用 (初階）
共 56 小時
基礎證書 ( 兼讀制 )

PE

06 月 28 日

試算表 I
基礎證書 ( 兼讀制 )
英語訓練 (初階）
基礎證書 ( 兼讀制 )

上課地點

YC
YC

$560（會員）/$660（非會員）

HM

$160（會員）/$260（非會員）

YC

$600（會員）/$700（非會員）
$600（會員）/$700（非會員）

3615 001827

06 月 18 日

共 60 小時

職業普通話 I
基礎證書 ( 兼讀制 )

$640（會員）/$740（非會員）

YC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
英才徑 4 號

06 月 28 日

開課日期

$630（會員）/$730（非會員）

九龍觀塘
鴻圖道 31 號鴻貿中心
605-607 室

07 月 13 日

上課中心

費用

BT 觀塘

06 月 25 日

上課時數

YC
YC

報名方法︰

1. 親身前往各中心報名及繳交學費
( 只收現金 )；
2. 致電各中心登記，並往中國銀行
入數 031-351-001-0-8723，將入
數紙傳真至開課之中心。

3. 開課時必須出示收據 / 入數紙作實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開課日期以進修中心最新公布為準，恕不另行通知。各中心有更多課程尚未列出，歡迎查詢。

PE 太子

YC

免學費、有津貼（出席率必須達 80%）、提供就業跟進服務，適合失業、待業或失學人士報讀。

上課時數

法式甜品基礎證書（兼讀制）

07 月 30 日

PE

共 30 小時

麵包製作（健康包類）基礎證書（兼讀制）

YC

19 天全日及 13 天半日

中����療知識基��書（兼讀制）
香薰美容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開課日期

HM

護理員基礎證書

課程種類：

上課中心

22 天全日及 14 天半日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基礎證書

15 歲或以上及具副學位或以下之本港合資格僱員
（包括新來港人士）均可參加由僱員再培訓局委任
培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

「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入讀資格：

一般人士的就業掛鈎課程、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
通用技能培訓課程、為新來港人士、青年提供的課
程及為僱主度身訂造的課程。

上課日數

2714 3123

KF 大埔

大埔廣福道 152-172 號
大埔商業中心
4 樓 A-B 座

2638 0896

www.hkﬂu.edu.hk
TM 屯門

屯門屯喜路 2 號
栢麗廣場
1810 室

2441 1110

SF 葵芳

葵芳盛芳街 7 號
葵芳商業中心
1601 室

2610 2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