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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年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第 3 項 – 第 2 條的修訂（
「釋義條款」
）
條的修訂（
問題 1： 20 歲以㆘的尚存子女是否合資格㆟士？
是。我們的原意是當受傷僱員在獲判給損害賠償之後去世，在去世時
其尚存未滿 21 歲的子女是合資格㆟士，可有權獲得濟助付款。

問題 2： 在㆒宗致命意外㆗，有關僱員的前任配偶或會根據《致命意
外條例》以受養㆟身份提出申索，那麼這名前任配偶是否不
屬於可獲得濟助付款的合資格㆟士？
修訂條例草案的第 3 條加入了㆒條新的條款，闡釋清楚「配偶」將「不
包括在該僱員去世時已不再是該僱員的配偶的㆟」
。所以，在僱員去世
時，該僱員的前任配偶並不屬於合資格㆟士。
在改革方案㆘，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稱援助計劃）不會再有責任就
普通法損害賠償向受傷僱員或已故僱員的受養㆟提供援助，取而代之
的是，援助計劃會向草案所界定的合資格㆟士支付濟助付款。
如已故僱員的前任配偶有權向僱主或其他㆟士追討普通法損害賠償，
修訂條例草案將不會影響他/她這項權利。

問題 3： 草案是否令其他申索㆟無權獲得濟助付款？
如以㆖所述，援助計劃不再承擔就普通法損害賠償提供援助的責任。
取而代之的，是向屬於草案內所界定的合資格㆟士支付濟助付款。簡
而言之，修訂條例草案㆘的援助計劃不再承擔僱主支付損害賠償的法
律責任。
在致命意外㆗，我們的原意是如屬「合資格㆟士」定義㆗第(b)(i)至(iv)
段所述的家庭成員獲法院判給損害賠償，則這等家庭成員可獲得濟助
付款。有關定義㆗的第(b)(i)至(iv)段所列的家庭成員與《僱員補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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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所列的相同。以㆒名姪兒來說，由於他是已故僱員全血親兄弟的兒
子，所以他應屬於「合資格㆟士」的定義㆗第(b)(iv)段所述的㆟士。

第 6 及 12 項 – 對第 16 條的修訂及新條文第 20A
20A 條
問題 4： 在每宗個案裏，僱員在向基金申請付款前，是否㆒定要向僱
主/總承建商及承保㆟進行訴訟？
《僱員補償援助條例》
（㆘稱條例）第 16 條的政策原意是要規定受傷
僱員或其他㆟士在向基金申請付款前，須向所有有法律責任支付僱員
補償或損害賠償的有關方面嘗試作出追討。這是為了確保援助計劃只
會作為最後途徑，向那些無法向所有的有關方面追討該筆款項的㆟士
提供援助。這項規定亦可防止有關㆟士及僱主/承保㆟串謀濫用援助計
劃。
不過，現行的第 16(3)條不能達致以㆖的目的，因為該條款只規定受傷
僱員須向僱主或承保㆟追討款項。因此有需要修訂這條款，以清晰㆞
規定受傷僱員須向僱主及承保㆟（按適用情況而定）追討款項。從實
際的經驗顯示，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稱管理局）也會不時考
慮有關的情況，免除申請㆟提出訴訟以追討款項的規定。
以㆖所述的理據亦適用於第 20A(3)(a)條，根據這條款的規定，合資格
㆟士在向基金申請濟助付款之前，是須要向僱主及承保㆟（按適用情
況而定）進行訴訟，以追討損害賠償。

第 7、8 及 9 項 – 僱主向基金申請付款
問題 5：為根據第 17 及 18 條的申請設定時限的理據
根據第 18A(1)條的規定，如僱主根據第 17 或 18 條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須在他有權提出申請的日期起計 180 日內提出。設定這時限是要讓管
理局可盡早根據第 37 條行使已轉移及歸屬管理局的權利，以保障基金
的利益。此外，僱主越早提出申請，管理局越容易核實僱主是否有權
獲得援助，例如聯絡有關僱員，以確定他已從僱主收取了款項。

問題 6：為何僱主根據第 17 及 18 條申請付款會各有不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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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第 17 條的規定，如僱主已支付了僱員補償或損害賠償予受傷
僱員，但因其承保㆟無力償債以致無法從承保㆟獲得彌償，則僱主可
有權向基金申請援助。在第 17 條㆘的申請須在建議的 180 日時限內提
出，這是㆒個合理的時限，可讓僱主有足夠的時間提出援助申請。為
了防止僱主不適當㆞拖延提交援助申請，以致影響管理局根據第 37 條
行使已轉移及歸屬管理局的權利，向無力償債承保㆟的清盤㆟追回援
助款項，我們建議管理局不需就那些逾期根據第 17 條提交的申請，向
僱主提供援助。
另㆒方面，條例的第 18 條容許僱主提出申請，並由管理局將援助款項
支付予第㆔者，該等第㆔者通常是指受傷僱員或已故僱員的家庭成
員。如因有關的僱主逾期提出申請，而令這些第㆔者無法獲得基金的
援助，會對他們很不公平。另㆒方面，我們認為有需要防止僱主拖延
申請，所以我們建議如果有關的僱主逾期提交第 18 條的申請，管理局
便不需就 180 ㆝的限期屆滿後至申請日期止的㆒段時間支付利息或
《僱
員補償條例》㆘的附加費。在這情況㆘，有關的利息及附加費須由僱
主支付予第㆔者。

第 12 項 – 濟助付款的分配
問題 7： 濟助付款的新條款如何與有關致命意外申索的現行法例相
配合？
如以㆖所述，援助計劃不會再支付普通法損害賠償，取而代之的是支
付濟助付款。只有那些符合「合資格㆟士」定義，並獲法院判給損害
賠償而又無法向僱主追討有關款項的㆟士，才有權獲得濟助付款。換
言之，管理局不會替代僱主承擔支付普通法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
已收取或正在收取濟助付款的合資格㆟士仍有權向有關的僱主追討所
獲判給的損害賠償，不過，第 20G 條規定，如合資格㆟士成功㆞向有
關僱主追討所獲判給的損害賠償金額，則管理局可從尚未清付的濟助
付款數額㆗，扣除該筆成功追討的數額，作為抵銷。第 37A 條進㆒步
規定，如合資格㆟士收取了損害賠償的任何數額，而亦就該筆數額獲
支付了濟助付款，則管理局可作為民事債項向該合資格㆟士追討有關
的濟助付款。同樣㆞，那些獲法院判給損害賠償的㆟士，但並非屬於
條例㆘的合資格㆟士，可向僱主採取行動執行判決，以追討該筆獲判
給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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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項 – 申請
問題 8： 誰是第 21(4)(a)條 及第 25B(7)(a)條所述的「僱主的代表」？
在第 21(4)(a)條 及第 25B(7)(a)條所述的「僱主的代表」
，會包括獲僱主
授權與管理局處理有關個案的任何㆟士。

第 17 項 - 管理局可申請加入成為訴訟的㆒方
問題 9： 在新條款第 25A(1)(a)條㆘所述的情況是否須㆒同存在，管理
局才可申請加入成為訴訟的㆒方，抑或是其㆗㆒項存在，管
理局便可申請加入成為訴訟的㆒方？
第 25A(1)(a)條㆘所述的情況只要出現其㆗㆒項，管理局便可申請加入
成為訴訟的㆒方，因為出現任何㆒個情況也會令有關的僱主不就申索
提出抗辯。

問題 10： 第 25A(1)(b)及 (c)條的建議如何與現行的有關加入訴訟及第
㆔者訴訟的民事程序制度相配合？
第 25A(1)(b)條賦予管理局權力，可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15 號命令
的第 6 條規則，向法院申請加入成為訴訟的第㆔方。這項權力適用於
㆒些僱主沒有投購保險以及有出席該宗訴訟的情況。第 25A(1)(c)條所
提述的是僱主的承保㆟無力償債的情況。在㆖述兩種情況㆘，很有可
能僱主或承保㆟不會出席有關的訴訟，或不會積極㆞參與訴訟，所以，
有關的政策原意是讓管理局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可主動㆞參與訴
訟。
不過，
《高等法院規則》第 16 號命令容許擬向第㆔者提出申索的答辯
㆟向該第㆔者發出通知，及將該第㆔者帶入訴訟。這不能達致我們要
讓管理局主動參與訴訟的政策原意，。
在獲得律政司的意見後，我們遂建議管理局可按《高等法院規則》第
15 號命令的第 6 條規則向法院申請加入成為訴訟的㆒方。
問題 11：

在第 25B(3)條所述及的「建議取得判決」及「建議與另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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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達成和解」的確切意思是甚麼？所指的是那㆒個司法程
序的階段？商議和解所指的是甚麼？
我們的原意是規定任何已向管理局送達訴訟通知，而又確立了㆒個具
體的建議以取得判決或與另㆒方達成和解的㆟士，必須根據第 25B(3)
條的規定，在指明的期限內通知管理局。這條款應適用於該㆟向管理
局送達訴訟通知後的 45 ㆝內。我們正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以研究如何
進㆒步澄清這條新條款。

問題 12：

在管理局信納申索㆟有合理理由以致不能遵守第 25B(1)及
(3)條的情況㆘，管理局可給予酌情權，容許該申索㆟提出
申請，當局會否認為以㆖的規定會較為可取？

我們已加入了㆒條款，容許那些錯過了第 25B(1)條所訂明的 30 ㆝期限
的㆟士，可向管理局發出書面通知，解釋未能遵守有關限期的原因。
如管理局信納有好的理由，就可延長該期限，讓有關㆟士可送達訴訟
通知 [第 25 B(2)條]。 如該㆟能在管理局根據第 25 B(2)條所延長的期
限內送達訴訟通知，則該㆟獲得管理局援助的權利便可得以保留。
按第 25B(3)條㆗的建議，如已向管理局送達訴訟通知的有關㆟士擬在
送達訴訟通知後的 45 ㆝內建議取得判決或與另㆒方達成和解，他須要
在提出這項建議前不少於 10 ㆝通知管理局。任何㆟士未能遵守這條款
的規定，便無權獲得基金的付款。這項規定旨在讓管理局有足夠時間
研究那些即將達成和解或取得判決的案件，以及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
的行動。這是㆒項合理的規定，應不會為申請㆟帶來任何困難。另㆒
點須注意的是，在 45 ㆝期限屆滿後，在取得判決或達成和解前申請㆟
已不須通知管理局。

第 23 項 – 附加費
問題 13：

如僱主不滿意有關附加費的繳費通知書或最後通知書，他
可在那㆒類法院展開訴訟？

第 36A 條是仿照現行的第 24 條而草擬的，根據第 24 條的規定，僱主
如不滿意管理局按第 22 條所作的決定，可在法院對管理局提出訴訟。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法院的定義為「任何具司法管轄權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庭」
。所以，僱主可在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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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提出訴訟。
要留意的是，第 36A 條訂立了㆒個覆核的機制，在此機制㆘，僱主如
不滿意管理局就附加費所作的決定，可提出覆核的要求。這項覆核的
程序能提供㆒個簡單及廉宜的渠道，讓僱主就有關管理局徵收附加費
的決定尋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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