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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香港，縱然來自南亞地區的本地居民數目不多(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及印度國
藉的居民只有 47,505 人 1)，他們（尤其是來自尼泊爾及巴基斯坦的居民）卻處於香港
社會的最底層；這群移民勞工就像其他本地貧困家庭一樣面對著低收入、長工時的處
境。他們並由於不同的言語及文化，在香港不論工作或生活均面對重重困難。
本中心於 2007 至 2010 年期間開展了 “誰是你的鄰人? 南亞移民勞工家庭關懷
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推廣南亞裔居民的勞工權益意識及倡議社區共融，中心透過社
區網絡建立的策略於三年的計劃期間共提供了 3168 次的直接服務，並於其中與眾多的
南亞裔勞工及其家庭成員進行了許多真正的交談了解，中心並進行有關 “香港南亞居
民勞工在港的法定勞工保障處境”的研究（2010 年 1 月）
，當中發現他們在法定勞工權
益的保障中，面對眾多方面的剥削。
為了延續探索南亞族群在其他勞工權益方面的處境，本中心與致力推廣本地勞工職
業安全及健康意識的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這是一間在職安健方面極為出眾的志願機構
－合作進行是次探索性的研究，期進一步了解南亞裔居民在職安健方面的處境。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我們
深信生命的保障應惠及任何公民，而且任何公民應免受職業安全危害存在、工業意外及
職業病的發生等。通過是次的探索性研究，我們深切渴望香港社會能進一步關心這個獨
特的貧乏社群。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 中心主任
李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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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政府統計處）

序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其繁華的背後實有一羣基層勞工在默默地耕耘和支撐
著。一直以來，香港主流社會較關注華人勞工的權益而輕視少數族裔的權益和需要。
少數族裔的勞工在香港勞動市場面對階級和種族雙重不公平的處遇，其市場議價能
力極低。許多少數族裔勞工由於文化、語言、教育和市場排斥等因素而只能從事強勞動、
低報酬、極厭惡、環境惡劣而危險的工作。他們因而更易發生工傷及患上職業病，從而
令其政治、社會及經濟的位置向下急墜而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天主教香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為香港少數族裔工人所進
行的職業健康和安全研究，為我們揭示出香港少數族裔工人在勞動市場中所受到不公
平、不健康及不安全的對待，也反映出香港政府、市場和社會對少數族裔勞工的漠視和
排斥。本人期望香港學術界、專業界、勞工界、政府部門和商界能正視少數族裔的困難，
從而制定有效的政策和行動方案，讓少數族裔融入香港主流社會，得以健康工作、愉快
勞動和發揮所長。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董事
陳根錦博士

前言
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2006 年 7 月期間在港居住的
少數族裔人士共有 342,198 人，佔全港人口的百份之五。在這些少數族裔人士當中，雖
然尼泊爾及巴基斯坦籍所佔的比例不多，但他們大多從事地盤雜工、搬貨工人、清潔工
人和保安員等體力勞動或低技術工作，面對的職業健康安全問題亦相對較大。
少數族裔僱員發生工傷意外的新聞時有聽聞，他們發生意外的原因，除了不安全環
境及行為兩項因素外，與他們不懂中文及英文也有密切的關係。意外發生往往是因為僱
主沒有作出適當安排將工作指令及正確的職業健康資訊傳達給他們。就如2009年發生
的一宗奪命工業意外，一位年僅18歲的南亞裔工人，在洗衣工場工作時懷疑頭巾及頭髮
遭大型熨布機的滾筒纏繞，滾筒將她上半身強行扯進機內活活夾死。勞工處對事故進行
的調查報告指出，導致事故的原因是熨布機外露危險部分沒有護罩，機器開關及緊急暫
停掣亦只以中文顯示，公司管理層不單沒有為工序進行風險評估及採取措施，亦沒有設
立安全工作指引及事故的應變措施。由於語言的障礙，南亞裔工人在工作時，即使遇到
問題，也極少向上司反映及報告，從而產生危險。
雖然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有印製出版少數族裔語文的職業健康安全宣
傳單張，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及尼泊爾文等的工作安全單張, 供少數族裔工人免費索取
或在網上查閱。但大部份少數族裔工人都不知道可索取職安健資料的機構及地點，另外
他們亦可能因家中沒有電腦可上網，難以接觸到網上的職安健資訊。
有見及此，天主教香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合作進行是次
包括量化問卷調查及質化深入訪談的研究，以了解香港少數族裔工人的基本背景資料、
面對職安健的情況，包括他們獲得政府或僱主提供職安健方面資訊的情況、他們本身對
職安健方面的知識、以及因工受傷的情況等。從而向政府、有關機構及企業提出建議，
期望相關者今後能夠更關注香港少數族裔工人的職業健康及安全，及從預防的角度共同
合作，改善他們的職業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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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合作進行的研
究，包括量化問卷調查（成功訪問125位居住於本港的少數族裔居民）及質化深入訪談(與
五位南亞裔工友進行深入個案訪談)，期以不同角度更深入地了解他們所面對的職安健
問題。
是次問卷調查以隨意抽樣的方式，在較多南亞少數族裔工人聚居的屋邨、聚集的地
方及建築地盤等地方，共訪問了125位從事不同行業的南亞少數族裔工人，其中有119
份為有效問卷，整體有效率為95.2%。是次研究大部份的受訪者(98人，82.4%) 從事全
職工作。在105名受訪者中，接近七成受訪者(73人)是男性。在106名受訪者中，有七
成半受訪者(80人)的年齡介乎20至39歲。在98名受訪者中，主要為巴基斯坦裔(59人，
約佔六成)，其次是尼泊爾裔(16人，佔16.3%)及印度裔(10人，佔10.2%)。在99名受訪
者中，有超過六成受訪者(62人，佔62.6%)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在103名受訪者中，有
約六成半受訪者(69人，佔67.0%)初中或以下程度。另外，是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所從
事的行業較為廣泛，在114名受訪者中，有23人(20.2%)從事地盤工作，其次有17人
(14.9%)從事保安工作，詳情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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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從事的職業類別(n=114)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地盤工人

23

20.2%

物業管理員

17

14.9%

翻譯及傳譯人員

15

13.2%

專業人士

14

12.3%

售貨員

13

11.4%

司機

5

4.4%

髮型師或助理

5

4.4%

僱主

3

2.6%

工廠工人

3

2.6%

侍應生

3

2.6%

程序工作員

3

2.6%

清潔工人

3

2.6%

送貨員

2

1.8%

酒店客房服務員

2

1.8%

13

11.4%

其他

2

* 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調查結果顯示，在109位受訪者中，有近六成受訪者(63人)表示未曾或不知是否曾
經接收過職安健方面的文字資料。而表示曾經接收過職安健方面文字資料的受訪者(46
人，佔42.2%)當中，超過六成 (31人)接收的是英文版本的職安健資料，亦有約兩成半
(12人)接收中文版本。在110位受訪者中，只有約三成受訪者(35人，佔31.8%)表示曾經
接受過職安健培訓。而這些接受過職安健培訓的受訪者中，約有六成受訪者(23人，佔
65.7%)接受以英文進行的職安健培訓，以中文進行的則約有三成(12人)。另外，在107
位受訪者中，有超過七成受訪者(78人，佔72.9%)表示公司沒有或不知道公司有否為他
們定立職業健康安全守則以減少他們面對職安健危害的機會。在112位受訪者中，雖然
大部份(97人，佔87%)表示知道勞工處，但只有28位受訪者表示曾經向勞工處尋求協
助。在108位受訪者中，有近七成(75人，佔69.4%)表示不知道勞工處轄下有為懷疑患
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診斷及治療服務的職業健康診所，可見受訪者對於政府所提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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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從事的其他職業包括有教師、板球教練、社會工作者、辦公室助理及餐廳經理等。

援都不太了解。同時調查結果亦顯示，受訪者對相關職業健康法例的認識也不深，超過
一半受訪者表示未曾聽過職業健康安全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
表2：受訪者接收職安健資料及培訓、對相關職安健法例及支援服務的了解等綜合情況
人數(百分比)
是

否

不清楚/ 不知道

接收過職安健方面的文字資料(n=109)

46(42.2%)

56(51.4%)

7(6.4%)

接受過職安健培訓(n=110)

35(31.8%)

70(63.6%)

5(4.5%)

公司有定立職業健康安全守則(n=107)

29(27.1%)

53(49.5%)

25(23.4%)

曾向勞工處尋求協助(n=91)

28(30.8%)

63(69.2%)

--

對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的了解(n=108)

33(30.6%)

75(69.4%)

--

對職業健康安全條例的認識(n=110)

50(45.5%)

60(54.5%)

--

對僱員補償條例的認識(n=110)

53(48.2%)

57(51.8%)

--

從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本港南亞少數族裔工人面對的基本職安健情況。為了更深入
了解他們面對職安健的情況，我們邀請5名從事危險性較高的行業及曾經受工傷的在職
南亞裔工人，展開較深入的個案訪談。希望透過訪談進一步了解本港少數族裔工人獲得
政府或僱主提供職安健方面資訊的情況、他們本身在職安健方面的知識、以及受工傷的
情況等。個案訪談主要以英文或廣東話輔以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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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Ali1
背景資料
Ali 在巴基斯坦出生，在當地接受教育至高中程度，能以英文溝通。約四年半前，
Ali 移居香港，但由於沒有在香港接受教育，所以只懂得一些基本的廣東話及完全不懂
中文，這也成為 Ali 一直以來難以找到工作的原因。據 Ali 口述：
「本來份工沒有要求識
中文，但見工時一見到我喺巴基斯坦人，知道我唔識寫中文，就話要識寫中文先請，叫
我返屋企等，結果等好耐都無人打俾我。」
身為兩個小朋友的父親，Ali 表示他必須找到工作養家。他會透過不同的渠道找工
作，主要透過朋友轉介和自行到公司或店舖詢問，如果得知有空缺，即使是臨時工也會
去做。但臨時工通常不會簽署任何僱用合約文件，而且當工程完成後，老闆就會跟他說
「無野做喇，聽日你唔駛返喇！」生活完全沒有保障。
另外，Ali 表示臨時工大多負責地盤工地的雜務，例如搬運英泥或清理垃圾等。而
長期搬運重物，導致他有下背痛的筋肌勞損情況。工作時雖負責大部份粗重工作，但薪
酬卻比本地工人或不懂廣東話的內地工人低。Ali 不滿地表示：「佢地覺得我哋大隻啲，
大力啲，成日要我哋拎啲好重好重嘅嘢，其他人唔駛，又唔會俾啲咩工具我哋。」

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
當問及 Ali 有關他的工傷經歷時，他表示：
「兩個月前，我喺大圍開工， Foreman(科
文) 叫我拎啲鋼材出嚟，我話 OK。」但當他開始要搬運的時候，卻發現那些鋼材非常
沉重、超出他個人所能負荷，而且數量不少，單靠他個人的能力實在難以完成。但科文
只說一句：
「你今日點都同我拎哂出嚟呀！」Ali 只好盡力嘗試，就在他用力拿取的時候，
鋼材突然塌下，其中一根鋼材插入他膝蓋附近的位置，傷口血流如注，立即被送到醫院
治理。由於傷勢嚴重，醫生建議他休息兩個星期才繼續工作。但作為家中唯一的經濟來

1

為保障受訪者的私隱，下述訪談個案的受傷南亞工友名字經過更改

源，Ali 未有遵照醫生的建議待康復後才重返工作。復工數日後，科文突然對他說：
「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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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思呀，無嘢做喇，你走啦！」但與 Ali 在同一工地工作的朋友告訴他：
「唔係啊，有
野做, 其他人都有繼續開工」
，Ali 認為科文不想因之後有人追究這次工傷而惹上麻煩，
所以無故將他解僱。
當問及僱主有否就是次工傷作出賠償時，Ali 表示他當初入職時所簽的文件全部是
中文，即使看不懂也無奈簽署，所以他對文件內的條文一概不知，對於自己是否可享有
員工應有的權益也不知道。在他受傷期間，幸好公司肯讓他放有薪病假，每天支付三百
元的病假工資，令他可維持家庭的基本開支，不至於徬徨無助。
另外，Ali 也告訴工作人員現時有很多僱主為求降低成本，根本不會顧及他們的健
康安全。例如他曾經在一個位於黃大仙的工地工作三個月，雖然工作時沙塵滾滾，伸手
不見五指，但公司因防塵口罩價格高昂而拒絕為工友準備，他們若要配戴則需自行購
買。他表示﹕「二十蚊一個口罩，好貴呀，點解公司唔買俾我哋？佢應該要準備。全部
咁多人都只係三百五十蚊、四百蚊，咁佢都唔肯俾錢，要我哋自己俾錢。雖然我自己有
買口罩戴，但嗰度好多塵，我根本乜都睇唔到，所以都係無用，唔安全。」

有關接收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
對於僱主有否提供職安健資料及培訓時，Ali 表示有些地盤工程管理公司不會因他
們的廣東話理解能力較弱而使用英文講解職安健資訊「佢教我哋做嗰時，識英文都會用
英文，但係好多人都唔識，佢哋會用中文，但係我哋好多都唔明，識少少，咁佢哋咪講
簡單啲、短啲；仲唔明，就做一次俾我哋睇。」當問及安全主任會否以英文傳遞職安健
資訊時，他表示﹕「佢哋好多人喺中國人嚟，唔識英文，佢哋講嘢我哋聽唔明。」
此外，對於職安局的職安健宣傳資料，Ali 表示有透過電視廣告等媒體得知職安局，
但從未接觸過他們出版的有關資訊。Ali 表示曾聽朋友講過，有地盤主管甚至要求他們
當有勞工處職員詢問他們有否接受相關的職安健培訓時，他們必須回答「有呀！」，其
他詳情則一概不准提及。他表示有時候地盤科文只會用 5 分鐘時間教他們操作大型機
械，然後由他們自己去操作，連讓他們自己摸索如何操作機械的時間都沒有，情況之危
險可想而知。

現有職安健法例及支援服務
Ali 表示從未聽聞過有關保障僱員職業健康安全的法例，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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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亦不知道勞工處轄下有為懷疑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診斷及治療服務的職業健康
診所。而“僱員補償條例”也是因有朋友曾受工傷需申請補償才獲悉。
對於勞工處，Ali 一點也不陌生。他表示「我有時都會去 (勞工處)，老闆如果有時
唔出糧俾我，我咪去勞工處；佢哋幫我打電話俾老細，問佢哋點解唔出糧俾我，跟住老
細就會俾支票我出糧。我唔知佢哋怕唔怕，佢哋有時俾 7 日糧，有時無，無俾咁我咪
去勞工處囉。」
對於數月前 Ali 膝蓋受的工傷意外，他的朋友也曾建議他去勞工處尋求協助，但因
為有關當局的工作進度及繁複的申請程式而令他卻步。「我啲朋友成日叫我去搵佢哋
(勞工處) 幫手，話佢哋有醫生會幫我睇隻腳，幫我追討賠償。但我有兩個小朋友要養，
我要做嘢，如果我去咗搵佢哋，我無嘢做，無錢呀，而且佢哋只會俾番 14 日嘅錢我。」
「勞工處就係咁，搞好耐，好多手續，我可以去告佢 (公司) 呀，我有朋友都傷咗，佢
哋話我知我可以去搵勞工處幫手。但係我仲後生，我做到嘢，我唔去。」
。Ali 雖然知道
被科文辭退只因科文想推卸責任而非工地不需要人手，但 Ali 卻一直沒有到勞工處尋求
協助，因為他覺得繁複的申請程序只會浪費時間而未能真正幫助他。

個案二：Khan
背景資料
33 歲的 Khan 在巴基斯坦出生，並在當地接受小學程度的教育。約 18 歲的時候，
與家人移居香港，至今已有 16 年，現時能以廣東話溝通，但完全不懂中文字，英文也
只會些少。初到香港時，他表示﹕「唔識中文，唔識英文，乜都唔識。我做過地盤，嗰
個師傅又成日同我傾計，傾佢以前點，咁跟住我就學識廣東話。」因學歷不高、言語不
通，Khan 只能夠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地盤做雜工，日常工作主要負責地盤粗重工作，
「乜
都有做過，又落石屎，又搬野，例如英泥，乜都有做。」
「以前就係日日返工，而家就有時有，有時無。」Khan 無耐地表示。不但開工不
足，工時也加長，由原本的朝九晚六變成八點開工六點才放工。

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
當問及 Khan 這次工作受傷的情況時，Khan 表示自己一向都很注重安全，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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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未曾受過傷。「十六年來我第一次整親，我一路以來做野都會小心。有時老細叫我
做快啲，我快啲，但我會自己睇安全。」至於這次何以會受傷，連他自己也不明所以。
他形容事發當日自己與另一位師傅正進行砌磚的工序，當他要拿水的時候突然站不起
來。「我唔知，我以前又未試過咁樣，我起身又起唔到，我幾時整親都唔知呀。我起唔
到身，跟住我嗌同事，我話我起唔到身呀，跟住佢捉住我手，叫我試下慢慢行呀睇下點，
但我行唔到。」
為何一向注重工作安全的 Khan 會「無故」突然受傷﹖為了找出原因，工作人員嘗
試更深入地了解當天事發的經過以及 Khan 日常工作的情況。他表示當日要幫忙拿一大
桶的水及搬泥，搬運時又沒使用手推車等輔助工具。「嗰日要搬大桶嘅水嘛，以前我囉
大大桶都無問題，落石屎都無問題。」聽到這，工作人員了解到，雖然 Khan 平常工作
時會注意安全，但對於職業健康方面則有所忽略。長久以來，Khan 都是負責一些較粗
重的工作，例如落石屎、搬英泥等，經常搬運重物的同時又沒有使用輔助工具，日積月
累，不知不覺間已對腰背的肌肉筋骨造成勞損。雖然平時工作有感到腰酸背痛，但他認
為這是工作後的正常反應，不知道腰背的肌肉筋骨已受損。事發當日，他如常拿重物的
時候，不幸地弄傷本來已受損的腰部筋骨，引致他突然無法站立。
Khan 弄傷腰部至今已有 3 個多月，還沒能恢復工作能力，仍需接受物理治療。醫
生亦表示他至少要再休息一個多月，然後視乎康復情況決定何時可以復工。當問及 Khan
是否知道《僱員補償條例》時，他表示未曾聽聞，只是從一些曾經受過工傷的朋友那裡
獲悉如因工受傷，公司需要支付醫療費用及給予有薪病假。

有關接收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
「落石屎嗰啲，我睇到人地點做，咁自己咪跟住做。」Khan 表示工作從來都沒有
專人特別教授，而是靠自己觀察及問其他同事，然後邊做邊學。「有時就係咁，有啲好
人，你問佢佢會同你講，但有啲問佢佢唔會講，咁我就靠自己睇下點做。」當遇到同事
不肯相教的時候，Khan 就要靠自己去摸索，即使明知道危險，也只能無耐接受及提醒
自己要多留心。他提及一次驚險的經歷﹕「有啲野我唔識，好似有次我跟個師傅做燒焊，
我唔識但嗰個師傅又無教我，我自己又唔知危險。老細一返來，見我咁樣做好危險，鬧
個師傅，又鬧我。」可見即使進行一些危險工序，Khan 也是跟著一些有經驗的同事邊
做邊學或靠自己摸索，險象環生，慶幸那次沒有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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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工作人員問及公司有否提供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時，他表示公司有放置一些
職安健資料，同事可以自己翻閱，但當問及那些資料的詳細內容時，他則表示自己也不
太清楚，可見他從未真正接觸過相關職安健資料。另外，除了考取地盤工作必備的平安
卡外，Khan 從未接受過其他相關的職安健培訓。他表示早上開工前，地盤科文或安全
主任會以廣東話簡單講解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項，能聽廣東話的他可以明白大部份的內
容，但有些聽不懂廣東話的同鄉則完全不了解那些內容。

現有職安健法例及支援服務
對於香港現有保障僱員職業安全健康的相關法例，Khan 表示完全沒有認識。當問
及有否聽過勞工處時，他表示有聽過，但只知道勞工處是幫助受傷工人追討賠償的政府
部門，未曾透過勞工處找工作或獲取職業健康安全方面的資訊。另外，因公司有擺放一
些由職安局出版的職安健小冊子，所以對職安局也有些少認識。但 Khan 卻從未到勞工
處或職安局索取職安健方面的資料或尋求協助，因為他認為幫助不大。

個案三：Badee
背景資料
巴基斯坦籍的 Badee 在香港出生，出生後隨家人回祖家巴基斯坦居住，之後再重
返香港生活及工作，至今差不多十年。今年 26 歲，高中畢業，懂英語，但中文程度不
高，他表示：
「我係呢間公司兩年半，都係因為呢間公司，我識講中文，同人地講丫嘛。」
Badee 經朋友介紹，從事過地盤雜工兩年多。「有啲搬泥頭，有啲執垃圾，有啲揉油，
有啲跟車，唔係做一樣，好多野做。」只要收到上司的命令，甚麼類型的工作都要去做。
人工按日計算，
「就係日日有返工有錢，無返工呢無錢嘅。」他感慨地說：
「係呀，日日
都要返，如果無返咪無錢。」另外，無論超時工作多久都只會計一小時加班費，出糧亦
沒有固定日子。

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
Badee 曾經發生過幾次的工傷意外，當中以 2008 年 3 月最為嚴重，他表示：「而
家差唔多一年幾，零八年發生，差唔多兩年喇，而家呢度都仲有痛嘅。」2008 年 3 月，
Badee 在搬運木傢俬上樓時發生意外，木傢俬因同事失手往下墜，直接撞及 Badee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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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受傷。他形容當時的情況：
「我同另一個同事搬一張梳化上樓梯，嗰條樓梯好窄嘅，
我地抬既嗰張梳化就好重，我同事行前面，我行後面，老細話佢細力，我較大力就係下
面托上去。之後，我同事唔夠力就放手，我一個人唔夠力支持，跟住我成個人就跌落去。」
意外發生後，有十幾個人出來一齊幫忙將梳化搬上去及立即打電話叫救護車。經醫生診
斷後，發現 Badee 頸部、手部及腳部都受傷，需住院留醫五天，他形容：
「醫生話我頸
部肌肉、手同腳都有受傷。」
。其後，Badee 亦接受了五個半月病假休息，
「唔可以返工，
醫生自己講，你去勞工處呀。咁我自己驚有問題，而家整到差唔多兩年幾都有問題嘅。」
事件發生後，公司隔日按照程序呈報勞工處，最後 Badee 與公司達成和解，得到工傷
賠償、有薪病假及醫療費用。
雖然這次工傷，公司有按照《僱員補償條例》作出賠償，但至今 Badee 仍受工傷
後遺症的困擾。Badee 表示過往在其他公司也曾發生過幾次的工傷意外，但得不到合理
的賠償。多次工傷的經歷，可見 Badee 缺乏職安健方面的知識，因此在這方面的意識
較低，不知應如何預防工作中可能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引致多次受傷。當中有一次，
Badee 要負責清理路邊的水渠，需深入渠道，他表示：「我一落去呢，渠道啲污水好深
嘅浸到差唔多頸度。但管工話得喇，如果一陣你啲衫濕哂嘅，你同我一齊去寫字樓，將
啲濕嘅衫換左佢」
。Badee 不但要自己帶衣服更換，全身皮膚亦因此長出一粒粒的紅點，
「一路都無話點樣安全啲咁去做野嘅。做了差唔多兩日呀，我啲皮膚出晒啲一粒粒細細
紅色嘅點。」事後 Badee 致電給老闆，老闆為怕麻煩，不但阻止 Badee 到公立醫院求
診，甚至不讓他拿病假休息。
「跟住我返去同老細講，跟住佢話得啦，你去睇醫生唔好
去政府醫院呀，要去出面私家嗰啲。之後醫生呢話我兩日無得返工嘅，我打俾老細，同
老細講醫生講嗰啲野，佢話一係你就攞大假，唔係你就聽日返工。」
另一次，他在山上除草時，不小心碰到蜂巢，被蜜蜂螫得到處是傷，他回憶當時的
情況：「我無手襪嘅，無戴帽，好危險，無安全帶乜都無，寫字樓嘅人跟住我行上去，
叫我自己斬啲草先。咁我斬斬下，突然啲蜜蜂全部飛哂出黎，針左三四下，我同佢地講，
佢話得喇得喇，落去先啦。」其後，Badee 亦有致電老闆告知情況，
「老細話得喇得喇，
叫我去政府醫院，不過叫我同醫生講，係自己行經嗰度被針到，唔係工作出嘅問題。」
之後亦不讓 Badee 拿病假，
「要話係自己嘅事，自己整到嘅，不過佢同我講，你唔好同
醫生講你識中文。你同醫生唔好攞病假紙呀，我俾你放假，你要幾多我俾你。」結果，
醫生診斷後，Badee 需打針治療及放一星期病假休息。
「同事話得啦，我地幫你請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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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返屋企先，跟住聽日休息，後日返工啦。」正因同事的這句話，Badee 沒有向醫
生拿病假紙，但工作時手部痛得不能移動，最後需要兩個星期才康復。
另外，Badee 亦曾在一次搬運鐵喉時受傷，他表示：「一個人唔夠力唔得嘅，司機
話得喇得喇。佢啲野咁大，全部都係鐵嘅，好重嘅，叫我地自己用手“DUM” 落去。」
最終 Badee 被夾傷，但老闆同樣不想賠償及怕惹麻煩，要求他到私家診所求診。雖然
經醫生診斷，他需要放五天病假休息。但 Badee 只休息了半日，就要繼續開工。
從這三次受傷經歷，可見僱主不但沒有為 Badee 提供安全工作指引及應有的個人
防護用品，在他不幸受傷後，為免要提供有薪病假及支付工傷賠償，還要求 Badee 到
私家診所求診，並要偽稱受傷與工作無關，毋須要求醫生開病假紙。公司老闆只負責支
付醫療費用，但沒有讓 Badee 放有薪病假休息。Badee 在這間公司工作兩年期間，前
後已發生多次工傷，但老闆都要求他虛報情況，以逃避責任。正因不需負上責任及作出
賠償，該僱主完全罔顧員工的職業健康安全。直至 Badee 在 2008 年 3 月發生嚴重工
傷意外後，該公司老闆需作出賠償，致使僱傭關係破裂。Badee 知道已無法在該公司繼
續工作，唯有自己離職。
「我自己無再返去，不過我知老細佢點諗。」這次工傷不但令
他身體受損，亦令他失業近一年。他表示：
「係呀，差唔多一年無返工，因為呢次跌倒，
一直都未好，差唔多成年呀，呢段時間我返左巴基斯坦，上年 2009 年 5 月我先再返番
香港，都無做野，差唔多一年零三個月無野做呀！」

有關接收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
就過往 Badee 從事過的地盤工作，其公司提供的職業健康安全資訊及培訓也是相
當的不足，連入職時需要接受的兩天正式培訓亦濃縮至兩小時的“速成班”。
「老細話，
兩日嘥時間，我俾你地糧嘅，你兩日係呢度嘥時間邊個做呀，唔使喇唔使喇，求其得嫁
喇。」工作時不但沒有提供相關的安全工作指引，甚至連操作機械的開關都沒有標籤，
「開關無寫係 ON / OFF 嘅，佢只係口頭同你講按呢邊就 ON 嘅，按嗰邊就 OFF 嘅。」
很多工序也只靠觀察別人做一次就跟著做，Badee 在工作過程中雖然有察覺到當中的危
險性，但因僱主沒有提供支援，唯有靠自己多加小心。

對現有職安健法例及相關支援服務的認識
直至 2008 年 3 月發生工傷意外，被轉介到勞工處的職業健康診所作進一步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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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療，Badee 才獲悉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及後因需遵循法律途徑追討工傷賠
償，才知道香港有相關的職安健及僱員補償條例。受傷後，失業一年多，最終亦是經朋
友介紹找到現時擔任的保安員工作，為自己未來開展新的一頁。

個案四：Gurung
背景資料
現年 32 歲，在尼泊爾出生，並在當地接受教育至中學程度的 Gurung 已在香港生
活近 9 年。因在尼泊爾接受教育，故他能以英文溝通、閱讀和書寫，但沒有在港接受過
教育的 Gurung，只能理解一般的中文對話和使用一些簡單的廣東話，完全不懂閱讀和
書寫中文，這也成為 Gurung 找工作時經常面對的困難。「我都唔識睇中文，去簽約、
去上堂，佢哋全部都係中文，我睇唔明，問佢哋，佢哋都唔會講。」可見 Gurung 的無
耐與無助。
多年前，Gurung 隻身從尼泊爾來港工作，並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之後曾
回尼泊爾，直至四年前才再次回港，並在中環一間工程公司工作。工作兩年後，經朋友
介紹再轉到現時的公司擔任雜工。「兩間公司做啲嘢差唔多，都係咩都做。要搬嘢、抹
嘢、清瓦仔、推英泥，咩都要做。」
Gurung 表示，他現時的公司需要每年重新簽約。但每次簽約時，公司都只會提供
一份以中文書寫的合約，即使不清楚合約內容細節，公司同事也只會對他說﹕「得嫁喇、
得嫁喇，喺呢度簽名得嫁喇，我哋唔會呃你嘅！反而以前公司有用英文，你唔識睇，你
出聲，會用英文。」

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
Gurung 表示一直以來他都沒有遇過工傷意外，只會在工作後感到身體酸痛。但休
息後，疼痛大多能消退，所以他對這些因工作所造成的腰酸背痛已習以為常。當工作人
員問及有關僱主有否教授他們正確提舉搬運姿勢和預防筋肌勞損的方法時，Gurung 回
答說：「邊有人教你？無人講，自己睇其他同事做，跟住做，無人教嫁。我大隻，無事
嘅！」，由此可見僱主和他本人在相關職業健康方面的意識都較低。

有關接收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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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有關職安健資料的接收和公司有否提供培訓時，Gurung 隨即嘆了一口氣。
他表示現時公司差不多每月都有為他們安排安全培訓，而每次培訓差不多半小時，培訓
導師由公司的安全主任擔任，而大部份的培訓都能得到公司資助，只有少許課程需要自
費。正當工作人員覺得這間公司尚算不錯的時候，Gurung 隨即透露：
「上堂係用中文，
講同寫都係中文。我話我哋聽得少少，睇又唔識，問安全主任可唔可以寫少少英文，佢
唔會。考試睇唔明，佢講埋答案俾我哋聽。」Gurung 無奈表示工作時大多都只是一知
半解，沒有深入認識，主要靠觀察其他熟手同事的做法，從中偷師，他也不知道那些是
否為正確的工作方法。當 Gurung 需要接觸一些未曾做過的工作並知道當中潛在危險
時，他會主動提出自我保護要求：
「嗰啲嘢我唔識、會危險嘅嘢，我同佢哋講我唔做得。
要做你自己做，我唔識做，我唔做。」
而對於公司內部的安全工作指引和勞工處的職安健宣傳資料，Gurung 表示只知道
公司有一些職安健資料，但他從未閱覽過，因為全部是中文版本，儘管他看了也不明白。
當談及勞工處有以不同少數族裔語言出版相關的職安健資料，並上載至網頁以供瀏覽
時，Gurung 表示他完全不知道可由什麼途徑獲得這些相關職安健資料。

現有職安健法例及支援服務
雖然 Gurung 表示他曾聽聞過《僱員補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這兩條
保障僱員職業健康安全的法例，但對法例涵蓋的內容並不了解，他曾經向公司同事了解
這兩條法例，但同事沒有告知，只回答：
「你問咁多做咩呀？你覺得我哋呃你呀？」
。但

Gurung 提及公司有工傷意外上報及提供協助的機制，所以他認為公司都算關注員工的
職業安全。
對於勞工處，Gurung 只知道它有為僱員提供不同的服務，但從未前往尋求協助，
因從同鄉口中得知勞工處未能真正幫助他們：「我有朋友搵過勞工處，都幫唔到我哋，
自己朋友仲好！」另外，對於職業傷病支援，Gurung 表示不知道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
康診所及其服務。

個案五：Limbu

個案訪談

背景資料
尼泊爾籍的 Limbu 雖在香港出世，但出世不久便跟隨家人返回尼泊爾生活，並在
當地接受小學教育，直至十三年前才重回香港生活。
因 Limbu 沒有在香港接受教育，所以不懂中文，而廣東話也是靠他多聽而自行學
習，但因生活圈子較小，學習到的廣東話詞彙多是與其工作有關，所以只懂得講一些簡
單的廣東話。由於在尼泊爾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所以 Limbu 只懂得少許英語。

工作中面對的職業健康問題
據 Limbu 所述，他在尼泊爾時曾在農場工作，十三年前回流香港，就從事地盤雜
工，主要負責清理地盤垃圾、搬運等雜務，至今已有十年。
當工作人員問及他從事地盤雜工以來曾否發生過工傷意外時，本來一直說沒有的
Limbu，突然想起多年前發生的一次工傷意外：
「差唔多五年前，以前我哋喺赤柱做嘢，
手部被割傷，跟住老細都唔等白車，佢自己開車送我去瑪麗醫院，縫咗六針呢度，老細
俾錢我，叫我兩個禮拜休息囉。」當我們再問及公司有否就該次事故給予賠償時，他表
示公司不但有幫他支付醫療費，工傷期間在家休息亦有支付薪金。因此 Limbu 覺得這
家公司對他都算不錯，願意繼續留下工作。
其後正當我們問及他日常工作情況時，他笑著透露出另一段 “不小心”的經歷：
「我哋喺度做嘢，咩都要做，掃地、執嘢、搬嘢、搭喉、搬英泥、搬瓦仔，又要用漒水

清潔、洗嘢。公司有俾手套、口罩嗰啲，不過用多幾次會爛呀，會穿窿呀，都唔夠用。
我用漒水嗰時有少少(漒水)彈起咗，彈到手臂，之後甩咗少少皮囉，好痛嫁！」

有關接收職業健康安全資料及培訓
據 Limbu 表示，公司內部的安全指引和其他職安健教育資料全是以中文書寫，所
以他和其他少數族裔同事都看不明白，公司並沒有為他們提供英文版本。而對於勞工
處、職安局等政府部門機構印有不同少數族裔語言的職安健宣傳教育資料，可供他們免
費索取閱覽，他卻表示「都唔知佢哋放喺邊，點攞嚟睇？」。
當工作人員問到有關公司提供的職安健培訓時，Limbu 表示培訓主要由總公司負責
安排，差不多每個月一次，但內容卻全用中文，也不會給予英文解釋，令部份聽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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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感到氣憤：「我哋去公司上堂，佢哋全部都係用中文，又唔會俾啲紙我哋自己睇。
我有個朋友上次忍唔住出聲同佢哋講，叫佢哋用英文，話我哋唔明，安全主任都唔理。」
而 Limbu 表示因為他的廣東話聆聽能力還算可以，能掌握大部份培訓內容。但對於公
司不願提供英語進行的職安健培訓時，他無奈地表示：「老細同埋啲安全主任都唔識英
文，唔識講唔識寫，點會用英文教我哋？」
。

現有職安健法例及支援服務
對於香港現有保障僱員權益及職業健康安全方面的法例，Limbu 跟其他南亞裔工友
一樣明顯比較陌生。他雖然來港工作十年，卻未曾聽聞《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僱
員補償條例》
，Limbu 表示：
「無人講，我哋又唔知咩嚟，都唔會問啦。我收工要返屋企
湊仔，我都唔得閒囉，不如做多啲嘢、多啲錢啦！」可見 Limbu 與大部份少數族裔工
人一樣，沒有途徑可以獲悉相關的資訊以保障個人健康。對於政府提供的支援服務，包
括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Limbu 都一概不知，所以從未前往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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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亞少數族裔工人基於語言障礙，即使在工作時遇到職安健問題，也不會主動
向科文或上司提出。另外，大部份的少數族裔工人都沒有接受或只接受少量職前培訓，
他們大多靠自己經驗累積或參考其他較有經驗的同事。現時有不少巴基斯坦和尼泊爾族
裔的工人從事建造業，而建造業是一個危險性相對較高的行業，如果工作時缺乏相關的
職業健康安全意識，將可導致嚴重的意外傷亡。從問卷調查結果及個案訪談，都可見大
部份工程公司的內部培訓嚴重不足，工人的健康安全岌岌可危。即使部份公司有提供培
訓，但未能切合員工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培訓，例如只使用廣東話進行培訓，但大部份少
數族裔工人都聽不懂廣東話，完全不明白培訓的內容，相關培訓形同虛設，並未能真正
幫助工人。另外，從個案訪談中，我們亦了解到部份安全主任及工程管理人員英語表達
能力有限，因此主要使用廣東話向少數族裔工人傳遞職安健方面的資訊，所以少數族裔
工人從安全主任那裡接收到的職安健資訊非常有限。另外，部份建築工程公司為了節省
資源，即使員工工作中需要操作大型機械，也沒有提供正式的機械安全操作培訓，將原
本為期兩日的培訓，濃縮至兩個小時，而且機械上也沒有明確的開關標籤。不正確操作
機械，不但對操作人員造成危害，對附近工作或途經的工人都會造成危險。可見僱主為
了圖利，已將員工的安全健康完全置之度外。政府相關部門人員應加強巡查及監督以確
保所以工人在操作大型機器前都接受過適當的培訓。
大部份少數族裔工人，除了沒有接受正式的安全培訓，公司亦沒有提供合適的安全
工作指引，而工作時需要的個人防護用品亦多數需要自己購買。正因缺乏職業健康安全
培訓，沒有安全工作指引可依循，因此他們在職業健康安全方面的意識都較低，部份少
數族裔工人更因此而經常在工作時受傷。
在職安健資訊方面，僱主大多只會提供中文版本，最多也只是提供有限度的英文資
料。雖然勞工處及職安局有印製巴基斯坦、尼泊爾文、印度、菲律賓文、印尼文及泰文
等不同語文版本的職安健宣傳單張供免費索取。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的少
數族裔工人從未閱讀過勞工處的相關職安健刊物，只知道勞工處可以幫助他們找工作，
雖然從未成功幫助過他們。對於勞工處有提供職安健方面的資訊，他們則表示不知情。
而從五位南亞裔工友的個案訪談中，我們亦了解到他們未曾接收過相關的資訊。因為職
安健方面的宣傳往往只依賴本港的各大媒體，包括電視、電台和報章。但對於不諳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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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亞裔工人來說，他們大多不會收看以中文傳播的媒體，更不會閱讀中文出版的報章
雜誌，而是付費收看自己國家頻道的衛星電視。另外，雖然現時網上資訊發達，而勞工
處及職安局亦有上載不同少數族裔語文版本的職安健資料於網上供少數族裔工人瀏
覽，但從個案訪談中我們發現部份少數族裔工人家中並沒有電腦，所以平時甚少會上
網。而每日忙於為口奔馳，沒有太多的工餘節目，亦導致他們甚少接觸中文媒體或上網。
可見政府使用這些媒體進行的職安健推廣宣傳活動並未能有效地將職安健資訊傳遞至
他們。因此，政府有關部門或機構在提供職安健方面的宣傳教育資料給少數族裔工人
時，應先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以更有效的宣傳途徑將職安健資訊傳遞給他們，才能真
正幫助他們及避免浪費社會資源。
正因缺乏職業健康安全意識及對自身應享有僱員權益的了解，即使僱主沒有提供工
作所需的個人防護用品，少數族裔工人大多也只會無耐接受，例如在沙塵滾滾的地盤工
作，僱主沒有提供防塵口罩，他們唯有自己購買。不了解香港現有保障僱員的《職業安
全健康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亦令到少數族裔工人即使不幸遇到工傷意外，也未
能享有有薪病假及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甚至有受工傷的少數族裔工人，為了維持生
計，即使醫生認為他仍未適合上班，但不想手停口停，也只好勉強上班。有時候僱主為
免受傷工人繼續留下工作會為他們帶來麻煩，甚至會偽稱「沒有工開」將員工辭退。面
對如此不公平對待，少數族裔工人大多只會默默忍受，沒有向勞工處尋求協助，一方面
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勞工處有提供相關支援服務以及服務的內容。另一方面，他們覺得勞
工處未能真正幫助他們，而繁複的程序，亦令他們卻步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為了改善及保障少數族裔工人的職業健康，我們建議：

1.

僱主必須履行保障員工職業健康安全的基本責任
僱主應為少數族裔員工製作相關語文版本的安全文件，包括安全政策、安全守則

及緊急應變安全措施等。於工作地點展示的安全警告字句，亦應加入少數族裔的語言
版本，以確保少數族裔員工了解其內容。同時亦建議使用符號表達危害，並輔以簡單
的相關少數族裔語言。僱主在聘請少數族裔工人時, 應以他們熟悉的語言向他們簡單
介紹整個工作間的情況、程序及需要注意的地方。並將工作程序及相關安全工作指引
翻譯成少數族裔僱員能閱讀的相關語文版本，以確保他們入職前都能清楚了解工作的
程序及相關安全資料。如聘請多於一位少數族裔的員工時, 建議可一起進行簡介, 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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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度較好的同事協助聽不明白的同事，大家互相幫助, 並將需要注意的地方記錄下
來。公司內部的職安健培訓，僱主應以大部份少數族裔僱員能夠理解的語言進行，並
讓可理解培訓內容同事幫助其他需要協助的同事。
同時僱主亦應提供渠道給工人反映他們面對的職安健問題、危害, 主動關心少數
族裔員工的健康安全，使員工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之餘，亦可以鼓勵他們提出意見，
共同改善公司整體的職安健情況。如果公司有較多少數族裔的員工，建議僱主可邀請
懂得中文或英語的少數族裔僱員為員工代表，幫助其他不諳中文或英語的少數族裔員
工向管理層提出他們面對的職安健困難，而管理層亦可透過這些代表向其他少數族裔
員工傳達正確的職安健資訊。這些員工代表可作為管理人員與其他少數族裔僱員之間
的溝通橋樑，令有關的職業健康安全訊息可有效地交流。
另外，僱主必須為員工提供合適的個人防護用品，且確保防護用品具有良好質
素、足夠數量及合適尺寸，否則個人防護用品的功效就形同虛設。但個人防護用品為
工人面對危害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僱主應先從危害根源作控制，為員工定立標準化
的安全工作指引，提供持續有效的培訓及足夠並合用的職業健康安全資訊，在提供這
些職業健康安全資訊時，亦應幫助少數族裔員工解決語言障礙的問題，令他們能真正
接收及理解相關的資訊，才能真正有效保障工人健康及安全。
從問卷調查結果及個案訪談都可見，僱主極少會為少數族裔員工翻譯職安健資
料。但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資料，雖然現時法律並無規定僱主需把資料翻譯成少數
族裔語言。但為了促進種族和諧，若僱員來自非華語群體並可能需要翻譯某些必需的
資料(例如與健康及安全有關的資料)，僱主也應設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並平等對待所有
人。希望政府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宣傳，鼓勵僱主為少數族裔員工翻譯職安健等必須資
料，令少數族裔工人可平等地接收職安健方面的資訊，以保障他們的職業健康，同時
亦可讓香港真正走向種族共融。

2.

勞工處要履行監察角色
從個案訪談中，可見不少受訪的少數族裔工人的僱主都未有妥善履行列明於《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內保障員工工作時安全與健康的基本責任，因此在此要求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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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相關情況，在監管僱主方面加大力度，避免少數族裔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繼續受
忽視。特別在地盤工作而且需要操作大型機器的工人，在沒有接受正式的安全操作培
訓的情況下操作機械，將可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勞工處實在有必要加強監管，確保
所有操作人員都必須受到正規及合適的培訓。

3.

政府應與相關機構團體一同合作，致力提升少數族裔工人整體的職安健水平
職業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作為推動本港職業安全及健康教育及探討發展方向

的法定機構，雖然有以少數族裔語言印製一些較多少數族裔工人從事的行業的相關工
作安全單張，以供少數族裔工人免費索取閱覽。但從是次問卷調查或個案訪談都可見，
職安局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不能達到其目的，絕大部份的少數族裔工人都表示未曾接
收過任何相關資料，而且亦不知道可從什麼地方獲得職安健資料。而職安局為少數族
裔僱員提供的其他相關支援服務，包括提供安全培訓課程，舉辦講座和工地安全推廣
活動，都因宣傳不足，很多少數族裔工人不知道有這些支援服務而未有參與，建議可
於較多少數族裔工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些以職安建為主題的嘉年華會，其中包括職安
健的攤位遊戲及講座，以吸引更多的少數族裔工人參加，令他們不但可從中獲得職安
健資訊，亦可知道如有需要可在哪裡獲得更多職安健方面的資訊及支援服務。另外，
由於語言障礙及文化背景的差異，少數族裔人士較少與其他種族的人士接觸，社交圈
子也多限於自己同鄉。因此，建議政府及相關機構可與一些少數族裔的社區組織合作
籌辦推廣職安健的活動，以吸引更多少數族裔人士參加活動，讓他們可透過這些活動
接觸相關的職安健資訊。同時政府亦可與一些有提供服務給少數族裔人士的社福機構
合作，借助這些機構的經驗及網絡，吸引更多的少數族裔人士參加相關的職安健講座
及課程，令職安健方面的資訊可以更有效地滲透至他們。
可惜的是，現時職安局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員工參與計劃」，已取消資助非由員
工組成的勞工團體。本問卷調查研究團體之一：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
龍）曾多次申請上述資助舉辦社區活動以推廣職安健的意識，但最近於 2011 年 9 月
向職安局申請 “職安無國界 健康展關懷”一個特別針對少數族裔提昇其職安健意識
的活動則不成功，原因是該計劃已剔除非牟利團體的申請資格，而職安局亦沒有其他
資助計劃提供予非牟利團體作推廣職安健教育的用途，事實上，本港又極少有由少數
族裔勞工組成的團體員工組織合符資格申請是項資助計劃。因此，希望政府及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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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能善用及分配好資源，重新探討如何以更有效的途徑向少數族裔工人及他們
的僱主宣傳職安健的知識，從而全面提升僱主及少數族裔工人對保障員工或自身健康
安全的意識，持續改善少數族裔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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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s, South Asian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seldom approach their foremen or
supervisors even when they come across OHS issues at work. On the
other hand, most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have received little to no
pre-employment training. They mostly rely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or
take reference from more experienced co-workers. At present, many
Pakistani and Nepalese workers are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ch is a relatively more risky industry. A lack in the
relevant safety awareness in OHS can result in serious accidents and
injuries. From the survey findings and the case interviews, it could be
seen that most project contractors are seriously inadequate in their
internal training, put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workers in jeopardy.
Even though some companies do provide training, the training is not
at all suited for workers. For example, training is conducted only in
Cantonese but most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Without understanding any of the training’s contents, the
training concerned only exists in name and fails to help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case interviews, we understand that some
safety officers and project managers were limited by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erefore, OHS information is mainly
disseminated to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antonese, resulting
in very limited OHS information relayed from Safety Officers to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save on their
resources, some construction project companies do not provide
formal mechanical safety training, even when their staff needs to
operate large machines. For example, a two-days training would be
shortened to two hours. Clear labels that indicate on/off positions are
not found on the machines either. Improper operation of machines
does not only put the safety of operators at risk, but also create
hazards to workers in the vicinity. Employers are obviously neglect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ir staff for their business gain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ould strengthen patrolling and
monitoring of the situation to ensure that workers are properly trained
before they operate large machines.
In addition to not receiving formal safety training, most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not enjoyed proper safety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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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as provided by their companie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needed at work is also mostly purchased by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s there is a lack of OHS training and there is no safety
working guideline to follow, workers have very little awareness on
OHS. Some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frequently injured
themselves at work because of the above stated reason.
Most employers only provid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OHS
information. At most, English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to a limited
degree. The Labour Department an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SHC) do publish OHS pamphlet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 versions, including Pakistani, Nepalese, Indian
dialects, Tagalog, Bahasa Indonesia and Thai, etc. However, survey
findings have revealed that most responding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never read releva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ublications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y only know that the
Labour Department can help them in job hunting, even though it has
never succeeded in doing so. The Labour Department as a source for
OHS information was unheard of for our respondents.From the case
interviews with the five fellow South Asian workers,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never received relevant information.
Promotion on OHS relies heavily on the various media, including TV,
radio broadcast and newspapers. For South Asian workers who do not
know any Chinese, most of them would not get in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based media, not to mention rea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Chinese.Paid TV that features satellite
channels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are what they usually watch.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internet is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both the Labour Department and OSHC have uploaded OHS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for the viewing of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case interviews have told us computers do not exist in some
homes.Therefore, internet surfing is not something they do often. As
workers struggle every day to make ends meet, there i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after work entertainment, making the Chinese media and
web surfing something that they seldom come into contact with. We
can see that it is not effectiv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OHS
through these media, as these channels fail to deliver relevant OHS
information to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refore, as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r organizations plan to promo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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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e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with OHS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ir lifestyle and culture, so that more effective
promotional channels can be used to disseminate OHS information.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truly useful, preventing
social resources from being wasted.
With a lack of awareness in OHS and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n their entitled rights, most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would resort to
bearing unreasonable treatment from their employers, even when an
employer fails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personal protective items. For
example,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dusty construction sites
would buy dust masks themselves when their employer does not
provide so. Not knowing about Hong Kong’s current legislations, such
as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rdinance and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that ensure the employee’s right,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may not be able to enjoy paid sick leaves and their
entitled compensation on work injuries when they run into
unfortunate work injuries or accidents. As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unstable jobs, some injured workers would reluctantly insist on
working even when the doctor considers them not yet fit for work
because they cannot risk losing the income. At times, some
employers would dismiss an injured employee with an excuse that
there is no job on offer, as employers do not wish to risk any trouble
with an injured worker on site. Bearing unfair treatment quietly is
what most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would do. They would not seek
help from the Labour Department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of the
existence or the scope of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services. They do
not think the Labour Department can help them much either. Th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procedures are also preventing workers from
standing up for their entitle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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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and to ensure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of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we recommend that:
1. The employer must assume and execute the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o ensure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f its staff
The employer should create safety documents in the languages
understandable by their ethnic minority employees, including the
safety policy, the safety code and safety measures for contingencies,
etc. Safety signs should be placed in prominent places in the
workplace,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ethnic
groups, so as to ensure that employees of different ethnicity can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se sign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suggest the use of symbols to convey messages about hazards. The
symbols can be supplemented by simple wordings in the relevant
ethnic languages. When the employer recruits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a briefing on the entire workplace, the process and the
points to note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language that the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work process and the relevant safety work
instruction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language versions
understandable byemployees of ethnic minorities, such that they
become familiar about the work processes and the relevant safety
information before they begin their work. When more than one
employee of an ethnic minority is employed, the briefing can be done
in groups, so that the employee whose Chinese is better can help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alect. This can allow employees
to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to record points to note. The company’s
internal training on OH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language
understandable by the majority of the employe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olleagues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training’s
contents can be encouraged to help other co-workers who require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employer should also provide channels for
workers to reflect on the OHS issues and hazards they are facing.
The employer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to care about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ir employees of ethnic minorities, so a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o encourag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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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OHS situation in the company. If there is quite a number
of staff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the employer is recommended to
invite those who understand Chinese or English as staff
representatives to help other employees who do not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 to voice out to management their difficulties they face in
OHS. The management can also disseminate to other ethnic
minority employees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on OHS through these
representatives, who could act as a communication link between
management and other employees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flow of OHS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loyer must provide staff with the
necessar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ensure that the
protective equipment is of good quality, of adequate quantity and of
the right sizes. Otherw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 is practically non-functional.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to the hazards faced by workers. Therefore, the employer
should first control the source of hazards by providing the staff with
standardized safety work instructions, continuous effective training
and adequate and appropriate OHS information. The issues that
come from language barriers should also be resolved when OHS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so as to ensure genuine understanding,
which in turn become effective in ensur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workers.
From the findings of our survey and the case interviews, we note
that employers rarely translate OHS information for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A non-Chinese speaking employee might need such
translation to understand certain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OHS related information. While there is currently no law that
requires the employer to translate OHS information into the
language(s) native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the employer should still
establish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and treat all employees
equally for the sake of facilitating racial harmony,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uncil. W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strengthen promotion in this area to encourage
employers to translate essenti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OHS for their ethnic minority employees, so that thes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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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qually receive the relevant OHS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in
turn ensure thei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
Hong Kong to truly embrace the harmony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2. The Labour Department should perform its regulatory role
From our case interviews, we have noted that many employers of
the responding workers have not properly performed their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n ensuring their staff’s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workplace in accordance to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rdinance. We would therefore ask the Labour
Department to acknowledge the relevant situation and enforce their
efforts in regulating the employers, so as to avoid continued
negligence on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f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particular, workers involved in the operation of
large machines in a construction site without receiving formal safety
training could have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Labour
Department must strengthen their regulatory efforts to ensure that
every operator has receive formal and proper training.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the relevan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OHS amongst work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OSHC) is the
statutory body for promoting education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nd for exploring the direction for sustaining the valuable workforce
of Hong Kong. Although safety information pamphlets for jobs taken
up by more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are produced and printed in the
minority languages for the free reference of workers, our survey or
case interviews tell us that resources invested by OSHC in this
respect fail to deliver their intended objectives. The vast majority of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said that they have never received any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y do not know from where they could
obtain OHS information. Many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have not
taken part in other support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OSHC,
including safety training courses, seminars and work site safety
campaigns, as workers are not awar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owing to a lack of promotion.We suggest that OHS themed carnivals
can be organized in places domiciled by more ethnic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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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The carnivals can incorporate games and talks on OHS to
attract participation from ethnic minority groups, such that they can
gain more information on OH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about
where they can obtain thes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when they need them.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re are language
barriers and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s,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ity do not mingle with groups beyond their own race, confining
their social circle to their own ethnic group.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can work with some
community groups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organize events to
promote OH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origins to
take part in. These events would allow them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relevant OHS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work with NGOs that provide services to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ride on their experience and networks to attract
more participation on the seminars and courses on OHS, enabling
more effective penetration of OHS information to the ethnic groups.
OSHC has an OHS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Scheme (the
Scheme) that funds workers’ association or NGOs to organize such
OHS awareness raising programs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the
Scheme’s application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recently changed, which
cancelled NGOs’ eligibility to apply this fund. One of the
organizations in conducting this questionnair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Workers (Kowloon) ~ has
applied for the OSHC funding in organizing various kinds of OHS
awareness raising community programs before. However, the
organization’s application was unsuccessful in a recent application
that targeted on the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named “OHS without
boundary~outreach for better health and spirit” (September 2010)
because of the change in application policy that the OSHC has made,
and there is no other funding scheme that would support NGO in
promoting OH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hardly any ethnic
minorities’ workers’ association who are eligible to apply to the
scheme. Thus we hoped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resources to explore on
mor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promoting OHS knowledge to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and their employers, so as to fully enhance the
awareness on ensuring personal or staff health and safety amon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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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loyer and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an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HS level of ethnic minority workers.

研究限制及總結

研究限制及總結
是次研究主要是在較多少數族裔工人聚居的屋邨、聚集的地方及建築地盤等地方以
隨意抽樣的方式進行訪問，基於資源所限未能進行大型隨機抽樣調查。由於受訪人數相
對較少，使研究的代表性受到限制，結果未能盡顯香港少數族裔工人面對職安健的情況。
基於語言問題，進行個案訪談時，訪問員未能以少數族裔語言直接與受訪者進行訪
問，而是以英語或廣東話輔以英語進行，因此在記錄訪談內容時未能完全轉述受訪者所
表達的情況及意見。而受訪者描述工作中面對職安健的情況及表達的意見亦大部份是受
訪者的主觀感覺，這可能與他們實際面對職安健的情況會有所出入。
另外，是次研究進行的個案訪談的對象主要為南亞裔的地盤工人，因此所得的資料
較為局限於這些工人，對其他行業及少數族裔的工人所面對的職安健情況的了解及掌握
的資料相對較少。
本研究分別以問卷調查及與在職南亞裔工人訪談的方式進行，嘗試就本港少數族裔
工人面對的職安健情況進行探索性的了解。研究結果顯示，少數族裔工人於工作中未能
受到應有的職業健康保障，而基於語言障礙及生活習慣等因素，令他們比本地工人更難
於接收到相關的職安健資訊。藉此研究，除了向社會表達少數族裔工人對一個健康安全
的工作環境的訴求，亦希望能引起社會各界對他們的職業健康安全的關注。由於是次研
究只是初步探索性了解少數族裔工人的職安健情況，希望政府有關當局或相關機構能夠
在是次研究的初步結果上，對少數族裔工人的職業健康作進一步深入的了解及探討，於
未來積極推動少數族裔工人職業健康安全水平的發展，為少數族裔工人締造一個健康安
全的工作環境及種族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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