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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工傷工友及家屬互助協會

	 街坊工友服務處與各位工傷工友及家

屬共同搭建了一個互助平臺，供工傷工友互

相分享處理工傷事宜的經驗。工傷協會由一

眾不幸工傷的工友共同組成 , 歡迎一眾工傷

工友參與，認識自身權益，共同爭取工傷應

有保障。

工傷親子旅行 ,攝於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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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先算工傷 ?

	 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執行僱主的工

作指示而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即使僱

員有可能犯錯或疏忽，僱主仍須承擔補償責

任。

A.	 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

致受傷或死亡

B.	 僱員乘坐由僱主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

工作地點途中受傷或死亡

C.	 僱員因工作關係，駕駛或乘坐由僱主

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居所及工作地點的直

接途中受傷或死亡

D.	 在八號風球或以上或紅 / 黑雨警告生

效期間	, 在工作開始前四小時或工作結束後

四小時內 , 往返居所及工作地點直接途中受

傷或死亡

E.	 因工作須要	, 乘坐或駕駛任何交通工

具往返香港與外地途中受傷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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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後處理方法

	 僱員不幸工傷後 , 應儘快向僱主報

告 , 馬上求醫 , 並告訴醫生意外經過；同時

應保留病假證明及醫療費用收據副本，把正

本交予僱主 ; 如遇工傷意外 , 僱主須於意外

14天內呈報勞工處；如遇工傷意外死亡個案，

僱主須於意外 7天內呈報勞工處。

1.	工傷病假不超過 3天

	 僱主應於糧期支付工傷病假錢 ( 相當

於 4/5 工資的按期付款 )及醫療費

2.	工傷病假超過 3天但不超過 7天

	 僱主及僱員可互相協議決定補償 , 僱

主應於糧期或糧期之前支付工傷病假錢及醫

療費

3.	工傷病假超過 7天

	 僱主必須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支付

工傷賠償,同時僱員有可能須接受判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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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的賠償項目

1.4/5	工傷病假賠償

	 工友因工受傷之後，僱主須以工友工

傷前一個月的工資或工傷前過去十二個月的

平均工資為基礎計算工傷病假賠償，上述兩

者以對工友有利的計算方法為準。僱主須於

每月糧期支付工傷病假賠償。

	 工友須保留醫生開出並註明相關工傷

部位的病假證明，自己保留副本，並把正本

交予僱主。

2. 醫療費用 (	實報實銷 )
	

	 僱主須為工友支付醫療費用，上限為：

	 門診每日報銷上限為 $300

	 住院治療報銷上限為 $370

* 工友須保留一切與工傷相關的醫療費用收

據，自己保留副本，並把正本交予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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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補償

	 (	俗稱「判傷錢」)

	 工友於傷勢穩定後，勞工處便會安排

工友判傷，藉判傷把工友的傷勢量化為一個

百分比數，並以此計算工友的永久性傷殘賠

償金額，賠償金額的計算方式分為兩種：

	 A.「永久地喪失所有工作能力」

	 B.「永久地喪失部份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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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傷賠償計算方法

「永久地喪失所有工作能力」

賠償按年齡計算：

40 歲以下︰可獲 96 個月收入的賠償；

40-56 歲以下︰可獲 72 個月收入的賠償；

56 歲或以上︰可獲 48 個月收入的賠償；

或獲得「最低補償金額」︰

26/4/2019 或以後受傷 $499,840

1/4/2017-25/4/2019 受傷 $464,360

* 以較高的賠償金額為準

「永久地喪失部份工作能力」

「永久喪失所有工作能力之補償金額」X「僱

員喪失之工作能力之百分比」(判傷百分比 )

* 若工友因工傷喪失工作能力，同時該傷勢

引致工友需依賴他人照顧才能進行日常生活

活動，則可獲得額外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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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

某君 32 歲，月薪 $12,500，判傷裁定永久

地喪失所有工作能力 ( 可視為等同判傷結果

100%)；可獲的賠償為：

$12,500( 月薪 )X96 個月 ( 受傷時為 32 歲 )

X100%( 判傷百分比 )=$1,200,000。

例子二：

某君 57 歲，月薪 $8,000，判傷裁定喪失部

份工作能力 5%( 判傷結果為 5%)；可獲的賠

償為：

$8,000( 月薪 )X48 個月 ( 受傷時為 57 歲 )

X5%( 判傷百分比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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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傷的程序及作用

	 所有傷勢將有可能影響日後工作能力

的個案，勞工處都會於工友傷勢穩定之後安

排工友進行「判傷」，以判斷工友永久喪失

賺取收入能力的程度。唯工友必須了解勞工

處難以即時掌握工友的治療進度，若遇到即

將接受專科治療、儀器檢查或進行手術等特

殊情況，工友可如實通知勞工處同事，以暫

緩處理「判傷」程序。

「判傷」程序大致如下：

A.	 於工傷期間工友會接獲由勞工處發出

的病假跟進 ( 銷假 ) 通知書，此時工友無須

擔憂，病假跟進 ( 銷假 ) 通知書只是通知工

友往勞工處遞交病假紙，並不意味工傷馬上

結束。

B.	 由醫生判定工友的工傷病假結束後，

工友須到勞工處銷假及安排判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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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勞工處「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負

責評定工友喪失工作能力的百份比，並發出

評估證明書 (表格七 /八 )。

D.	 工友若反對評估通知書的判傷結果，

可於證明書發出後十四日，以書面列明反對

理由呈交予勞工處，並將副本交予僱主。

E.	 勞工處會再次安排判傷，並重新發出

評估證明書；

F.	 工友若反對勞工處第二次的判傷結

果，則需於半年內向法庭申請覆核。

G.	 若勞資雙方接受判傷結果，僱主需於

21 日內，向工友支付賠償及醫療費用，若僱

主逾期支付，須額外支付附加費。

H.	 如僱主拖欠或短付任何形式的僱員補

償，工友必須儘早透過勞工處或法庭申請索

償，工傷發生後二十四個月內仍未向法庭申

請索償，法庭有可能不會接受索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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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疏忽賠償」

	 工傷意外疏忽責任賠償，並不屬於「僱

員補償條例」內的補償項目，而是一條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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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安全工作環境或安全設備而引致，工友

便可以提出疏忽索償。申索期為三年。

疏忽的三項原則

a.僱主或其他人對於工人有照顧責任

b. 僱主或其他人未盡其責任

		( 例如未能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

c. 工人因此有損失。

簡而言之，須要申請疏忽賠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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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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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項目

a.實質工資損失

b. 不能工作而實質損失的收入

c. 醫藥及其他開支

d. 傷痛津貼

e. 住院、動手術、不能參與以前喜歡的娛樂

等的一筆過津貼。

f. 轉工困難：一般相等於幾個月的人工

g. 日後喪失工作收入：通常這是最大筆的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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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照顧者引致的開支

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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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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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簡介

	 若工友不幸被僱主以任何手段例如：

懷疑工傷案情、無故拒絕承認工傷責任、拒

發工傷賠償、虛報工作收入、謊稱工友為自

僱人士等任何手法影響到工友應得的工傷賠

償，工友即可考慮透過民事訴訟程序進行申

索。

	 現時法律援助署有兩個法律援助計劃

可供工友申請，分別為資產上限 307,130 元

的「普通法律援助計劃」，以及資產上限

為 1,535,650 元的「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須注意法律援助的資產計算並不包括自住物

業；而且對已婚人士只須計算兩夫妻的資產，

無須計算其他家庭成員擁有的資產。

	 如工友的資產超出「法律援助輔助計

劃」上限，可考慮自行聘請律師協助進行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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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宣傳短片

	 工友可掃描以下 QR	 code 觀看法律援

助服務宣傳短片，或直接瀏覽法律援助署網

站。

http://www.lad.gov.hk/chi/video/index.html

	 以上短片有助工友了解法律援助的申

請過程及服務範圍，如工友仍有疑問，可聯

絡本會查詢，或安排工會法律顧問徵詢意見。

法律援助服務 (195MB) 訟費支付責任及索償款
項收取程序 (8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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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常見問題

工傷期間被僱主解僱

	 僱主在未與工傷工友達成工傷補償協

議之前，或在有關的評估證明書 ( 即判傷證

明書 ) 仍未發出之前，在沒有充足理據下解

僱工傷工友，便屬於「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

工友可以循法律途徑起訴僱主，若經法庭查

證屬實，僱主可能被判罰不多於十五萬元款

項。

僱主聲稱工友是「自僱」
不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

	 少數僱主會要求工友簽署「自僱合約」

以迴避一切勞工法例所賦予僱員的權利，當

中包括《僱員補償條例》下的工傷賠償責任。

	 「自僱」與「假自僱」是一個比較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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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問題，其癥結在於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是

否屬於「僱傭關係」，若能證明「僱傭關係」

屬實，則僱主必須遵守本港各項勞工法例的

規定，包括《僱員補償條例》，當工友受傷

後按法例要求支付工傷賠償。

僱主沒有如期支付工傷賠償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10 條，僱

主須根據受傷僱員工傷前的糧期支付 4/5 工

傷賠償 ( 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補償 )。若工友

於工傷期間曾經復職試工，僱主則須於上班

日子支付全薪。

	 如工友於糧期發現僱主仍未支付或短

付工傷期間的工傷賠償或應得薪酬，工友可

以欠薪為由向勞工處僱員補償科或勞資關係

科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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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常見問題

工友仍感不適醫生要求判傷

	 判傷並不一定要留待完全康復再進

行，只要醫生認為工友傷勢「穩定」便已可

安排工友判傷。但如工友仍須要接受物理治

療、職業治療、等待接受手術或接受其他專

科或儀器檢查，可以上述理由通知勞工處，

並要求推挺判傷日期。

接受指定醫生檢查或治療

	 《僱員補償條例》只要求工友向僱主

提交病假紙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但並無規

定工友必須於公營醫院或僱主指定的診所接

受治療，所以工友可以自行選擇有信心的公

營醫院、家庭醫生、註冊中醫師或私家醫院

等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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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於《僱員補償條例》第 16 條中

規定，僱主可要求在僱員在不必負擔任何費

用的情況下接受身體檢查。如工友接獲通知，

必需接受上述身體檢查，否則僱主可藉詞懷

疑工友康復進度而暫停發放工傷賠償，嚴重

者甚至會令工友失去一切《僱員補償條例》

下應有的工傷補償權利。

未傷癒就復工

	 僱主藉人手不足、公司營運出現問題

等理由要求工友於工傷病假期間復工 , 對工

友十分不利。除阻礙工傷康復，工友沒有跟

從醫生安排的病假休息而強行復工，令傷勢

康復出現障礙，影響工友進行索償。因此工

友應待工傷康復，或醫生暫停發放病假紙後，

才復工並進行判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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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常見問題

受僱主唆使不報工傷或作假口供

	 少數僱主為求節省保險費用，或避免

僱員追討疏忽責任賠償，唆使工友於求診時

謊稱自己受傷，甚至作假口供，以求避過正

確的工傷處理程序。

僱主或保險公司主動提出
「一筆過賠償」

	 部份僱主或保險公司有機會主動向工

友提出一筆過賠償，作為整個工傷案件的和

解方案，但工友務必留意，賠償的金額可能

遠比工友應得的總賠償額為低，更可能會因

此失去繼續追討其他賠償的權利，因此面對

這種情況，務必聽取勞工團體、區議員、律

師等多方面意見，作出綜合判斷。



19

問：僱主指我工傷後無法應付工作，在工傷

　　病假時解僱我是合法的嗎？

答：這情況下的解僱是不合法的，法例規定

　　僱主不能在工傷期間或放取有薪病假的

　　時候解僱員工，除非員工犯上嚴重錯誤，

　　否則即屬違法。

　　工友可向僱主追討這期間的一切工傷賠

　　償，而僱主亦可能須要負上不合理不合

　　法解僱的法律責任。

問：僱主指我工傷期間不能應付受傷前的工

　　作，要求於工傷期間調整我的工作崗位

　　以及薪酬，我應該同意嗎？

答：任何僱傭協議及合約，都必須在僱主及

　　僱員雙方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作出修改，

　　僱主不能單方面強逼工友接受薪酬調整

　　協議，工友若同意僱主的調職及調薪安

　　排，可能對日後的工傷賠償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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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常見問題

問：若我求診的是中醫，那麼我可以報銷工		

　　傷病假及醫療費用嗎？

答：可以，工友可於「合法註冊」的中醫診

　　所求醫並報銷其醫療費用，僱主須要根

　　據註冊中醫開出的病假支付工友 4/5 工

　　資。

問：僱主要求我做自己工作崗位以外的工作，

　　我應該答應嗎？

答：工友必須留意工作崗位的風險，假若工

　　作危險，工友又未經專門訓練，應婉拒

　　僱主，以保障自己的工作安全。

問：我做自己崗位以外工作時受傷，僱員補

　　償條例會保障我嗎？

答：會，工友若不幸地在工作期間、執行僱

　　主命令的工作時受傷，都可受到僱員補

　　償條例的保障。



21

有用聯絡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

香港東辦事處　電話 :2835	2039

香港西辦事處　電話 :2835	2040

地址：香港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6 樓
負責：香港島、離島及香港以外地區

九龍東辦事處　電話 :2150	6526

九龍西辦事處　電話 :2150	6532

觀塘辦事處　　電話 :2150	6552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10 樓
負責：九龍、西貢、海員及政府僱員個案

葵涌辦事處　　電話 :2417	6242

荃灣辦事處　　電話 :2417	6228

地址：荃灣西樓角道 38 號政府合署 6樓

負責：葵涌、青衣、荃灣、屯門及元朗



22

沙田辦事處　　　電話 :2158	5539

地址：沙田上禾輋路 1號
　　　沙田政府合署 2樓 239 室
負責：沙田、大埔、粉嶺及北區

死亡個案辦事處　電話 :2852	3994

地址：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6樓
負責：死亡個案

＊僱員補償科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8:15

法律援助署
地址：香港金鐘道 66 號政府合署 24-27 樓
　　　旺角聯運街 30 號政府合署 3樓
電話：2537	7677

勞工處 24 小時熱線：2717	1771

有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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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明白因工受傷其實是一個可以避

免的悲劇。除了提倡關注職業安全避免工傷

意外之餘，我們更著重傷患經已降臨身上的

工友們的身心靈健康，務求協助工友們於徬

徨無助之際處理形形式式的生活壓力，並促

使工友重新評估自己的能力，建立自信重返

社會。

	 我們發覺工傷工友的互相關懷及支援

能為工友復康帶來正面效果。透過了解前人

的經驗有助受傷工友於茫無頭緒的復康及生

活重整路上給予導航，同時在同路人的圈子

內受傷工友才能夠暢所欲言，甚至得以在情

緒有所發洩。

	 我們相信工友於工傷後仍然擁有社會

價值，透過互相分享助人自助的工作手法，

能夠有效建立工友自信，透過適切的復康支

援，將有效使工友重返就業，於社會中擔當

適切角色。

我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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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

重新審視僱員補償援助基金
　　　　　　修訂僱員補償條例

	 現時法例規定僱主須向保險公司購買

勞工保險，當工友發生工傷意外後，由保險

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然而現時的勞保制度出現的問題在於

1. 僱主難以為高危工程購買勞工保險，保險	

　公司選擇性地接受保單；

2. 保險公司會委託公證行誘導工友以庭外和

　解、接受醫生檢查、懷疑工傷真確性等手

　段減少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

	 面對上述情況，長遠而言我們認為應

當由政府取代保險公司的角色，由政府成立

營運基金承保勞工保險，以公平公正的身份

處理工傷賠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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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短期則應重新審視僱員補償援助基

金。此基金只會向「已用盡一切法律及財政

上可行的方式，仍無法向僱主或其保險人追

討到應得的補償或損害賠償」的工傷工友提

供援助。亦即代表此基金根本對工友工傷期

間的經濟狀況並無任何幫助。

	 我們認為應重新審視僱員補償條例，

作出修訂，避免保險公司以及公證行因任何

原因胡亂對工友的工傷提出懷疑。並由勞工

處成立具法定權力的工傷專責調查部門，經

由調查部門確定為工傷事故的個案，僱主必

須支付工傷賠償，否則需要被檢控。	

	 身體健康比金錢賠償更為重要，工友

受傷後情緒已十分波動，純綷因商業考慮懷

疑工傷讓工友承擔不必要的精神及經濟壓

力，實是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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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的理念
「街工」成立於 1985 年，由現任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及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街工」的工作網領是：

為勞工出頭　為貧者出力
為弱勢出聲　為民主奮鬥

工作包括：
	解答勞工法例問題，協助工友爭取權益，成立工會；

	協助弱勢社群組織互助小組，促進社會共融；

	與居民攜手行動，推動社區改革；

	開辦再培訓課程，協助失業工友重新就業；

	開辦成人及青少年教育中心，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爭取公平合理社會，推動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

如您認同「街工」的工作，可捐助本處，令「街工」

可以繼續團結基層，推動工運。捐助方法如下：

　匯豐銀行戶口：178-768438-001

　或將劃線支票寄回本處，抬頭為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勿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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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各辦事處

荃灣遠東再培訓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135-143 號遠東中心 5樓
				電話︰ 2413-8787 傳真︰ 2413-8626

街工再培訓中心（荃灣花園）
				荃灣青山公路 15-23 號
　　荃灣花園第一期商場高層 73 號地鋪
				電話︰ 2893-9968 傳真︰ 3580-8624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豪輝 )
				荃灣西樓角道 218 號
　　豪輝商業中心第二座 104-105 室
				電話︰ 2611-9508 傳真︰ 2611-9548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青衣）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 122 號
				電話︰ 3590-6267 傳真︰ 3590-6093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葵興）
				葵興葵興邨興福樓地下 12 號
				電話︰ 3590-3621 傳真︰ 3590-8511
葵芳綜合服務互助幼兒中心
				葵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一至三號
				電話︰ 3590-2454 傳真︰ 3590-2416
街工天水圍婦女綜合服務中心
				天水圍天慈邨慈屏樓B翼地下A室（近天慈廣場）
				電話︰ 3590-9921 傳真︰ 3590-9925
社區資源拓展部
				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 122 室
				電話 :26119586 傅真 :35906093
最新課程介紹︰ http://www.nws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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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葵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七至九號
				電話︰ 2410-0360			傳真︰ 2426-4618

梁志成區議員辦事處
				葵涌葵興邨興樂樓地下二號
				電話︰ 2428-0889			傳真︰ 2428-0886

街工各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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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活動點滴

親子烹飪班
2015 年 1 月

五一勞動節遊行
爭取工傷者權益
2015 年 5 月

病友燒烤聯誼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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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街工」一直堅持為打工仔女以及基層弱勢

爭取應有權益。各位工友如遇上其他疑難雜症亦歡
迎致電「街工」，我們的會員同事很樂意與您共同
尋找問題根源，解決眼前困境。

社區事務：2410-0360

勞工事務：2424-1456

工傷問題：2424-1083
為保服務質素，如有求助查詢，歡迎來電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