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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為了進一步了解香港職業司機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以及聽取他們對職安健

的訴求，職安局在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支持和幫忙下，進行了一項關於「職

業司機之職業安全健康狀況」的問卷調查。是次研究的目的旨在收集香港職業司

機的個人及工作情況，以掌握行業的基本概況；了解職業司機的生活習慣及健康

狀況；探討他們對職業安全健康的態度及行為；聆聽他們對改善職安健的訴求，

以及根據調查分析的結果，提出改善建議，以提高行業的職安健水平。 

 

調查方法 

此次調查的對象主要是職業司機，包括從事公共運輸的巴士、專營巴士、的

士、小巴、貨櫃車、貨車及學校私家小巴司機等等，調查於 2010 年 4 月 22 至

24 日，在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週年慶祝活動中進行，為期 3 天的問卷調查

所收回的問卷共有 1185 份。因為此次調查是在大型的活動中集體進行，其好處

是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收集更多的參與者資料，但亦有其局限性，例如由於時

間和場地的限制；調查不能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而且收回的問卷中資料缺失

情況比面對面訪問的嚴重。為了保證調查質素，我們將未能完成八成題目或明顯

被錯誤填寫的 293 份問卷和聲稱為私家車司機的 9 份問卷棄掉，餘下的 883 份問

卷所得的資料都用作統計分析。 

 

雖然此次調查有以上不足之處，但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到這些局限性並對所獲

的資料加以全面客觀和仔細的分析，相信此次調查的結果亦能很好地反映行業的

概況以及參與者的意見和訴求。 

 

此次調查所搜集的職業司機資料頗為詳細和全面，包括職業司機的個人及職

業資料、詳細的工作情況，包括工作和休息時間及工作安排等、生活習慣，包括

飲食、睡眠和運動等、常見職業安全健康問題、影響安全駕駛的因素以及受訪者

的職業安全態度及行為等等；當然司機對改善職安健的訴求和建議亦是此次調查

的重點。 

 

調查結果 

職業司機的工作資料 

在所有 883 位參加調查的職業司機當中，最多的為專營巴士司機（41%）；

其次為的士司機（27%）和貨車司機（18%）；也有公共小巴司機 (5.8%）、學

校私家小巴司機 (4.8%）、非專營巴士司機 ( 3.1%）及貨櫃車司機 (0.8%）。由

於貨櫃車、非專營巴士、學校私家小巴和公共小巴司機的參與人數較少(少於 50

人)，在分析他們的資料時特別小心。此次參與者的年齡偏高，超過三分二的參

與者年齡在 50 歲或以上，並且駕駛經驗很豐富，大部份駕駛經驗有 15 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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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參與調查的職業司機全職擔任駕駛工作，而兼職司機中以學校私家小巴

和的士司機為主，分別有 35%和 19%。在全職司機當中約一成表示同時兼有其

他駕駛工作。在被訪的司機中，有 56%為受僱人士，其餘的為自僱人士。自僱人

士以的士司機的比例最高，佔所有受訪的士司機的 83%。 

 

大約有四成半的被訪者平均每周工作 6 天或以上，以貨車司機和的士司機的

比例最高。其中 15%非專營巴士司機需每周工作 7 天。每天的工作時間方面，大

部分 53%的受訪司機每天工作平均 9 小時或以上。超過一半的司機自己並沒有定

時安排時間小休或僱主並沒有提供額外的休息時間。建議僱主或自僱的職業司機

多安排用膳時間以外的小休時間，舒緩工作疲勞。 

 

在此次調查中，參與者亦表達了他們對工作安排，座椅舒適和整體駕駛工作

的滿意度。雖然，有 73%職業司機對其工作安排感到滿意，但有三分之一的專營

巴士司機並不滿意他們的工作安排，45%的專營巴士司機認為他們的座椅並不舒

適，亦有三分之一的士司機亦認為他們的座椅不舒適。整體來說將近一半的受訪

司機對他們目前的駕駛工作並不滿意，以專營巴士和公共小巴司機的比例較高。

建議專營巴士公司的管理層就司機的工作座椅和工作安全作出研究，調查其滿意

態度偏低的原因。 

 

職業司機的生活習慣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份的受訪者(64%)表示每日平均睡眠的時間為 7-8 小時，

但是有逾一半的非專營巴士司機（53%）表示每日平均睡眠時間只有 5-6 小時，

三分之一的專營巴士、公共小巴和貨車司機的睡眠時間亦只有 5-6 小時或更短。 

 

在飲食方面，一半以上被訪司機（54%）表示間中或經常有出現食無定時的

情況，其中大部份是非專營巴士、貨櫃車、專營巴士和的士司機。我們建議僱主

主動改善現時職業司機的用膳時間，以減少因食無定時而引起的健康問題。至於

飲食習慣，約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司機的飲食是多肉少菜，以貨櫃車和貨車司機較

為突出，分別是 43%和 29%。另外，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是少肉多菜，以學校私

家小巴和專營巴士司機最有代表性，其餘四成四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飲食是菜肉

均量，特別是非專營巴士和的士司機。有 52%受訪司機表示每天會吃 1 份水果，

每天吃 2 份水果的司機有 15%，但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每天吃不足 1 份水果。 

 

由於受工作性質和環境所限，例如需要長時間開車，加上塞車或找不到廁所，

職業司機相對其他從業員較容易在工作時出現如廁不便和食無定時的情況。調查

結果顯示，不少受訪司機表示在需要如廁時間中或經常感到不便，以貨櫃車和的

士司機的情況較為嚴重，分別有 86%及 60%、其次是專營巴士司機(54%)、非專

營巴士司機(51%)、貨車司機(50%)、學校私家小巴司機(43%)及公共小巴司機

(41%）。受訪職業司機每日飲水量遠低於衛生署建議的 2000-3000 毫升，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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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只飲 1,300 毫升或以下，更有 18%的人每天飲少於 500 毫升水，以學校

私家小巴、貨車和的士司機為多。但人體需要有足夠的水份來維持身體正常運作，

故建議加強宣傳喝水的重要性。另外，27%受訪司機者表示有吸煙習慣；有飲酒

習慣則有 12%。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有很大部份的受訪職業司機因工作性質和環境因素所

限，他們的生活和飲食習慣並不健康，可能導致種種的健康問題，建議應加強司

機的健康教育。要保持健康的生活和飲食習慣、有充足的睡眠、多飲水、多吃健

康的食物、多做運動。是次調查也探討了職業司機每週運動的習慣，數據顯示有

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每週運動不足 1 次；另有四分之一的人每週運動 1 次；每週運

動兩次的有 20%;每週運動 3 次的有 14%；每週運動 4 次或以上的人更少，只有

幾個百分比。數據反映職業司機普遍運動量不足，建議加強宣傳運動對維持身體

健康的重要性，並在小休時間引入健康操環節，務求使職業司機保持身心健康。

定期的伸展運動可鬆弛緊張的肌肉筋骨，對職業司機是十分有益的，不但減少腰

背痛，更加可舒緩壓力，減低胃病、高血壓、心臟病等問題，所以應鼓勵所有的

職業司機經常做運動，從而增強體質。 

 

職業司機的工作情況 

在過去的 12 個月內，34%受訪職業司機表示曾因駕駛而發生交通意外，當

中以非專營巴士司機的情況最為嚴重，其次為的士司機（37%）。此外，18%受

訪司機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內因為工作受傷而需要停工休息。大約有二成的職業

司機在工作時碰上暴力事件，以的士司機和貨車司機面對的暴力事件較多，分別

是 24%和 23% 

 

受訪的職業司機認為他們最近一次交通意外的原因大多因為他人不小心或

不安全的行為而造成，佔所有意外原因的 37%；而因自己不小心引致意外則佔

25%，根據統計，過去五年內平均每年均有 9 宗(介乎每年 3 至 13 宗之間)；因司

機突然生病引致的意外，在此次調查中有 12 名受訪司機表示最近一次交通意外

是因自己突發的健康問題引起，佔受訪司機的 2%。職業司機的健康與乘客及道

路使用者的安全息息相關，雖然個案不多，但值得關注。 

 

調查顯示，三成受訪司機在過去 12 個月內出現駕駛時頭暈或打瞌睡的情況，

貨櫃車司機最為嚴重，有 50%的貨櫃車司機和 39%的非專營巴士司機在駕駛時

頭暈或打瞌睡，而公共小巴司機、的士司機、貨車司機則分別有 36%、34%和

30%在駕駛時頭暈或打瞌睡，專營巴士司機則佔 26%。表現最理想的是學校私家

小巴司機，亦有 21%。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職業司機表示間中或經常在工作時感到

疲倦(49%）。貨櫃車司機和專營巴士司機情況較為普遍，分別有 57%和 56%，

而 48%的士司機亦經常在駕駛中感到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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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駕駛、晚上駕駛或在沒有充足睡眠下駕駛，駕駛者可能會感覺疲倦及

昏昏欲睡，繼而發生車禍。就以美國為例，約三成職業司機死亡及六成貨車自行

撞毀的車禍皆和疲倦有關。建議勞資雙方共同協商，制定較理想的工作時間編排，

讓職業司機有足夠的休息和睡眠時間，以減低長時間駕駛工作引起的職業健康問

題，並鼓勵職業司機在小休時間加入適量的伸展運動，適當的運動量有利於身體

健康。 

 

職業司的健康狀況 

關於職業司機的健康狀況方面，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半數受訪者表示被診斷有

健康問題（48%）。除了貨櫃車司機外，均有超過一半的受訪的士司機、公共小

巴和非專營巴士司機表示有健康問題。其中肌肉骨骼不適是職業司機的頭號健康

問題，其次為高血壓、腸胃或消化系統疾病及神經痛。除了肌肉骨骼不適外，駕

駛不同車輛種類的職業司機在健康問題上有一些不同之處，例如學校私家小巴和

公共小巴司機的腸胃和消化系統的毛病較多，而的士、專營巴士和學校私家小巴

司機的高血壓問題較為常見。 

 

有 16%的受訪司機有需要長期服用藥物。我們對有需要長期服藥的司機作出

進一步分析，發覺不但年長的司機(60 歲或以上)服藥的比例較高外，亦有約四分

之一的年輕司機(21-29 歲) 需要長期服藥；而大部份是因高血壓、糖尿病、肌肉

骨骼不適或腸胃或消化系統疾病而需要服藥，而不少是因兩種或以上疾病而需要

服藥。 

 

職業司機由於工作性質和環境所限，被迫長時間坐著駕駛，加上路面不平，

可導致大幅度的全身震動。倘若司機長期不注意坐姿，必會出現肌肉筋骨疼痛，

若不加以預防和治療，情況亦會日趨嚴重。另外，加上食無定時、體力透支、情

緒緊張和高血壓等疾病，以致職業司機容易患上消化性潰瘍或其他消化系統的毛

病。 

 

由衞生署建立的男士健康網站指出大多數高血壓的患者沒有明顯成因，但以

下個別或綜合的因素，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的機會，包括吸煙、缺乏運動、精神

緊張、飲酒過多等等。職安局推出專為職業司機而設計的熱身運動「職業健康大

行動之齊做健康操」的數碼視像光碟，供業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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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調查中，我們亦詢問參與者在過去 3 個月內的身體狀況，結果顯示

52%受訪者表示在過去 3 個月中出現持續的身體不適。分別是貨櫃車司機（71%）；

公共小巴司機（56%）；專營巴士司機（54%）；非專營巴士司機（52%）；以

及學校私家小巴司機，（50%）。在多項的身體不適問題當中主要以不同痛症為

主，最為常見是肩頸痛及腰酸背痛，分別佔整體的 48%及 41%。肩頸及腰酸背

痛常見的主要原因是長期姿勢不良，肌肉持續緊張，沒有適當的放鬆所致；這與

職業司機需要久坐的工作性質及繁重的駕駛工作不無關係。另外一項主要的健康

問題是持續感到疲勞，以貨櫃車和貨車司機的問題最為突出，其次是學校私家小

巴和的士司機。職業司機面對的職業性危害因素以及由此產生的職業健康問題是

互相關連的。長時間駕駛、工作壓力、精神緊張、工作姿勢不正確、肌肉長期繃

緊，加上路面的不確定因素，不但導致肌肉筋骨的各種痛症，長期疲勞，亦會導

致消化系統及心血管系統出現毛病。 

 

另外，超過六成的受訪司機報稱經醫生診斷有視力問題，顯示視力問題的情

況在職業司機身上相當普遍。當中以公共小巴司機的情況最為嚴重，職業司機的

主要視力問題為老花和近視。這與參與調查的職業司機的年齡較大有一定的關

係。建議職業司機定期驗眼，以防止問題惡化。 

 

透過定期的身體檢查，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尤其是職業司機，

各種各樣的工作和環境的安全健康問題，令他們患上各種疾病的機會相對增多，

為了保護職業司機的健康，亦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定期的身體檢查是很重要，

一方面讓職業司機可以自我評估自己的健康情況是否適合駕駛，亦同時讓他們及

早知道自己身體的毛病，作出警惕，使他們在日常的生活、飲食習慣作出調節及

預防，減低他們患有嚴重疾病的風險。66%的受訪司機表示有定期作身體檢查，

當中除了貨櫃車和貨車司機有 57%和 46%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作定期身體檢查外，

其餘組別的職業司機均有超過一半或以上表示會作定期身體檢查。整體來說，受

訪的機業司機歡迎定期身體檢查，有 96%受訪者認同職業司機需要作定期的身體

檢查，當中有 72%希望以資助形式進行身體檢查。我們建議有關當局和僱主可考

慮以資助的形式，鼓勵職業司機作定期身體檢查。 

 

透過有效的宣傳及推廣，可提高僱員及公眾對職安健的認知。在這方面，大

部分受訪者(84%)表示聽過有關工作安全健康的宣傳。在宣傳途徑方面，很明顯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從免費電視獲得有關職安健的宣傳；其次為報紙，佔 36%；

然後是電台，佔 28%。的士司機和學校私家小巴司機從電台聽到的職安健的宣傳

較多，約有四成。而專營巴士、貨車和貨櫃車司機除了免費電視，主要從報紙知

道職安健的消息。這次調查對我們針對不同的組別，通過不同的途徑，進行不同

的宣傳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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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司機的職業安全態度及行為 

工作安全訓練方面，近四成受訪司機表示沒有接受過安全訓練。其中以的士

司機的情況最為嚴重，有 66%表示未曾接受過安全訓練；其次為學校私家小巴司

機，有 58%；第三為公共小巴及非專營巴士司機(各佔 57%)。在安全訓練中，受

訪的職業司機大部分以安全駕駛訓練為主。接受工作安全訓練或安全駕駛及工作

安全訓練的司機僅佔 26%。這顯示在加強職業司機職安健宣傳推廣工作的同時，

亦需要強調員工工作安全訓練的重要性。相對而言，專營巴士司機在這方面表現

較好，有八成人表示曾接受安全訓練，但仍以安全駕駛訓練為主。在工作中駕駛

專營巴士和的士司機會與同行討論工作安全及健康問題；而當職業司機在遇上職

業安全健康等問題的時候，45%表示會向工會求助；求助於公司，同行或朋友的

分別有 23%；向政府機構和專業團體求助分別有 14%和 9%。 

 

至於影響駕駛安全的因素中，道路設計不良是受訪職業司機普遍認為會影響

駕駛安全的眾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56%)。其次為健康問題（50%），第三為

工時過長（48%）。駕駛不同車輛種類的職業司機在對影響駕駛安全的因素上的

看法有所不同，雖然大多數人認同道路設計不良會影響駕駛安全。但的士司機和

非專營巴士司機同樣認為健康問題是影響他們駕駛的主要因素；而貨車和學校私

家小巴司機分別認為工時過長影響駕駛安全；非專營巴士和貨車司機同時認為藥

後駕駛是危害駕駛安全的首要因素；至於酒後駕駛，貨車和貨櫃車司機一致認為

亦是引致交通意外的主要因素。而同事間的關係不和諧似乎是影響專營巴士和非

專營巴士司機駕駛安全的另一項因素。 

 

職業安全及健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在此次的調查，我們讓受訪的職業

司機比較駕駛工作安全及健康與其他事項，包括收入穩定、工時編排穩定及工作

滿足感的相對重要性，分別有 57%和 30%受訪者認為安全及健康與收入穩定為

最關注的兩個事項，很明顯大部份受訪者認為安全健康至關重要，而收入穩定則

次之。另外，在個人最擔心的安全及健康問題上，39%受訪者表示擔心工作引致

的健康問題、28%擔心交通意外、17%擔心心臟病問題、9%表示擔心癌症問題，

只有 6%擔心空氣質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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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總結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職業司機在認知層面上，都意識到工作安全健康的重

要性，亦擔心因工作引致健康問題，同時亦關注交通安全，問題是如何在每天駕

駛工作時，時時注意安全健康才是最重要。「知而不行」或「行得不到位」是我

們目前面對的挑戰，如何提高業界的職安健文化，將工作安全健康的種籽植根於

職業司機的心中，並付諸行動，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概括而言，本調查顯示由於職業司機的工作和環境等因素，有一大部份的職

業司機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習慣方面，存在着各種程度不同的安全和健康問題，嚴

重地影響職業司機的健康。 

 

 職安局對推動職業司機的安全和健康一向不遺餘力，並通過不同方式推廣職

安健，藉此提升業內的職安健質素。多年來，職安局製定了多款圖文並茂的「職

業司機職安健」的小冊子和單張、亦推出專為職業司機而設計的熱身運動「職業

健康大行動之齊做健康操」的數碼視像光碟，並定期在「綠十字」雙月刋發表有

關職業司機工作安全的文章；本局亦與運輸署合作製定載有工作安全標語的日

歷，廣發予職業司機。今年，局方與汽車交通運輸業工會合作推出「職業司機職

安健推廣計劃」，於 10 月 31 日在柴灣公園的硬地足球場舉辦「職業安全健康與

交通道路安全同樂日」；當日局方設置攤位派發職安健刊物並同場設置「職業司

機的安全與健康展覽」；並將於 12 月 20 日聯同香港工會聯合會職安委、汽車交

通運輸業總工會及海港運輸業總工會以巴士巡遊的形式往訪港九的主要巴士站、

小巴站和貨櫃碼頭附近，並組織義工隊派發職安健刊物，包括「職業司機的安全

與健康」、「貨櫃車司機職安健秘笈」、「工作安全健康系列 - 職業司機」及

「職業健康」，以及派發職安健用品包括毛巾、BMI 拉尺、小型電筒。此外，

於巡遊巴士起行前在黃大以中心巴士總站舉行啟動禮，廣邀傳媒採訪，同時於本

局和工聯會網頁上載有關活動的消息及發新聞稿，巡遊巴士並於市區主要街道廣

播職安健的資訊。 

 

職安局將與業界更緊密的合作，繼續大力推廣職業司機的工作安全和健康生

活模式，以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