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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癌症诊断和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经历癌症而
存活下来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全球约有 3,260 
万病人在确诊罹患癌症后，继续存活了五年以上1，其
中很多癌症幸存者希望重返工作岗位。癌症幸存者
出于经济和情感原因返岗，希望通过工作恢复正常
稳定的生活、社交和收入2。对于企业而言，支持患癌
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将有助于企业留住经验丰富的员
工，减少疾病导致的缺勤和维持一个坚韧、高效的劳
动力队伍。 

尽管绝大多数雇主有为员工提供帮助的愿望，但是研
究发现，雇主仍需提供更多支持，以协助癌症幸存者
重返工作岗位。 

此资源旨在帮您了解和响应员工患癌后重复岗位时
的需求。此指南的关注点在于四大关键举措，所有企
业可借此支持患癌员工重新返岗。

此外，为帮您制定综合性工作场所行动计划，从而最
大程度地满足员工和企业的需求，我们还提供了全世
界最佳实践工具和资源的相关链接。

“昆士兰癌症协会通过对 1000 
例癌症幸存者的研究发现，员工
在确诊患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会遭遇诸多困难，近半数接受
调查的癌症幸存者在工作中受到
消极影响。在遭遇工作难题的癌
症幸存者中，其中 12% 遇到就业
歧视，10% 在工作中受到不良对
待，7% 受到工资削减，近 6% 感
到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于患
有癌症。
昆士兰癌症协会首席执行官、国际抗癌联盟
董事会成员 
 Jeff Dunn AO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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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就癌症、工作调整、法律权利以及工作场所的支持性
计划与员工进行沟通，将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健康
状况进行掌控。

4.
防止歧视与羞辱
在很多国家，雇主有为癌症患者的工作作出适当调
整的法律义务，以确保他们和其他员工相比不处于
劣势。

3.
支持灵活弹性的返岗工作安排
通常，癌症患者需要雇主给予一定的照顾，例如，
调整工作任务或职能以帮助他们顺利返岗。

1.
了解患癌员工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癌症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患癌员工的返
岗过程。企业管理层、部门经理和同事要提供对癌症的
影响力的认识，这有助于为患癌员工营造积极支持的
工作场所文化。

雇主如何为患癌的员工提供支持？

雇主可以营造一种工作场所文化，让患癌员工明确地知道，在他
们返岗时，他们会得到各种支持和鼓励以应对疾病带来的困难
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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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患癌员工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提高对癌症带来的全面影响的认识，以及认识到癌症对返
岗过程的影响是支持患癌员工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步。

作为工作场所内应对癌症的诸多办法的一部分，且与其他
确保员工健康高效工作的干预措施相配合，企业管理层、
部门经理和同事可通过工作场所沟通渠道了解癌症治疗
带来的影响。 

让员工了解癌症的全面影响：  
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 癌症治疗会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全面影响。英国的一

项研究显示，57% 的癌症幸存者由于在职时被确诊罹
患癌症而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调整工作岗位。其中，43% 
的患者由于身体原因而无法继续工作，1/4（25%)的患
者由于精神压力太大而无法继续工作。4但是，让患者
重返工作岗位对于他们的康复而言非常重要——工作
可以帮他们恢复正常、稳定的生活、社交和收入。

 • 癌症及其治疗带来的最常见副作用是疲劳。5癌症患者
的疲劳表现因人而异——有些人每个月在治疗前后会
出现数天的疲劳状况，而有些人每天都会感觉到疲劳。
疲劳会影响人的生理机能，导致精神痛苦，且让人无法
集中精力。工作上的细微调整——如安排额外的短暂
休息时间和锻炼时间——将会有助有缓解疲劳。

 • 有些癌症患者会经历治疗相关性认知障碍。一些癌症
患者在接受化疗后出现的典型轻度认知改变有时被称
为“化疗脑”。即便是这一轻度认知改变仍会影响患者
的记忆力和注意力，使患者无法同时进行多项任务。6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任务或职务进行调整可能是返岗
流程的一部分。 

 • 对帮助和支持的需求可能是长期的。在初次诊断为癌
症的数年后，部分患者可能仍然需要获得帮助和支持，
因为他们一直忍受着癌症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对
于患有转移性癌症（癌症最晚期）的人而言，对帮助和
支持的需求很可能会一直存在。重要的一点是，雇主要
以放眼全局的态度为患癌员工提供支持，而不是仅仅
专注于员工返岗后的前几天或几周。

 • 癌症患者可能一时仍无法接受治疗对他们的精神和身
体产生的所有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健康专家很少会
向患者阐明癌症治疗对其工作能力产生的潜在影响。4

然而，很多癌症幸存者却希望通过工作重新获得对自
身健康和幸福的控制感。对于雇主而言，这意味着为患
者提供相关信息和工具，以帮助患者自我应对健康状
况，并为他们提供满足其个人需求的专门支持。  

4 带癌工作



资源

针对雇主的资源
患癌员工重返职场的过渡期
一款促进经理和员工就癌症和工作问题进行沟通的免费
网络工具：了解副作用：“化疗脑”和疲劳 
www.workplacetransitions.org

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
带癌工作——癌症对职场的影响
www.cancer.org.au 

癌症+职业
自我学习癌症相关知识(英语和西班牙语)
www.cancerandcareers.org 

全国企业员工健康团体
关于癌症防治的雇主指南
www.businessgrouphealth.org  

资源

针对雇员的资源
保柏集团——“蓝色房间”
了解带癌生活的网络信息资源 
www.theblueroom.bupa.com.au   

维州癌症协会
癌症、工作与你——针对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朋友的指南
www.cancervic.org.au  

GEPAC ——西班牙癌症患者团体
由患者协会和团体组成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专注于与患
者交流沟通，通过提供新闻时讯、活动和服务来创造一种
社区归属感，其中包括心理与司法帮助、保持正常体型和
外貌、为患者提供在线或电话支持。
www.gepac.es  

国家癌症生存联合会
癌症生存工具包® 是一个免费的音频节目，由世界领先的
癌症机构创办，旨在帮助患者提高应对能力，更好地面对
和理解带癌生活所面临的挑战。英语和西班牙语界面。
www.canceradvocacy.org   

“坚强生活”基金会
就业问题
www.livestrong.org

英国针对基层管理人员的一项调查显
示，56% 的受访者认为患癌员工在工
作场所内获得支持的主要障碍在于缺
乏对自身需求的认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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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沟通不畅可能会使您无法有效地为员工提供他们重返工作岗
位所需要的支持。就工作调整、法律权利和责任以及工作场所
的支持性计划与员工进行沟通，将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健康状
况进行掌控，并可以帮助他们顺利过渡，成功重返工作岗位。 

实施沟通计划
在重返工作岗位的每个阶段，在员工表示想要就自己的癌
症状况进行讨论时，保持开放坦诚的沟通交流是很重要
的：

 • 在您的员工重返工作岗位之前，安排返岗会议。 您应
该讨论的要点是：

 - 您的企业能提供什么形式的支持，以及此支持从
何处获得。例如，您的工作场所可以提供免费的心
理咨询服务吗？或者您可以提供有助于患癌员工
应对挑战的资源或工具吗？这些支持可以由人力
资源部门或患者的部门经理提供吗？ 

 - 鼓励您的员工在返岗时说出他们需要的支持。例
如，为了应对癌症诊断和治疗对身体和精神产生
的影响，他们需要有弹性的工作安排或分阶段返
岗吗？ 

 - 制定帮助员工顺利返岗的最佳方案。与您的员工
共同制定一份专门的工作调整方案，以确定工作
任务、工时或职责的变更以及其他商定的合理调
整，这是返岗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雇主和员
工而言，这是一个公开透明地探讨权利与责任的
重要机会，以便同时满足双方的期望。

 - 清楚地了解员工对病情保密情况的期望。一些员
工可能不想让团队内的其他成员得知自己患有癌
症，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雇主不能泄露此消
息。

 • 与员工商定一份沟通计划，以便当员工不在岗时与员
工保持联系。对于那些在家工作或执行弹性工作制的
员工而言，保持沟通以及积极参与工作和社交活动是
很重要的。商定一份关于何时沟通与如何实现最佳沟
通效果的计划对于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
的。

 • 就工作负荷问题定期与员工进行磋商。员工重返工作
岗位后，对支持的需求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在对现有支
持计划做出调整时，保持公开坦诚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最近，在韩国开展的一项关于公众对待
癌症和癌症患者的态度的调查中，72% 
的受访者认为癌症患者再也不能为社
会做贡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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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Maggie’s & Unum
患癌后重返工作岗位 ~ 雇主指南

www.resources.unum.co.uk

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
管理者扮演的角色及对雇主的建议

www.cancer.org.au

麦克米兰癌症援助
工作与癌症：如果您是一位雇主

www.macmillan.org.uk

“患癌后重返工作岗位对于患癌
员工及其雇主和同事而言都是个
艰难的过程。就工作期望以及弹
性工作安排和工作调整的可行性
与不可行性进行公开坦诚的交
流，对于避免当事各方的不满和
苦恼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返岗员
工往往对如何与雇主进行沟通犹
豫不定，并且担心会受到歧视。在
这方面，积极有建设性的交谈将
会大有效果。” 
Sanchia Aranda教授, 国际抗癌联盟当选总
裁兼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

“

为员工提供就癌症问题进行沟通的有效工具
对人力资源部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人力资源部员工和管理人员需要掌握相关知识和资源，以
便敏锐且有效地与患癌员工沟通交流。  

进行有效沟通的第一步是提前做好与员工就癌症进行对
话的准备。对部门经理或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当员工表明
自己确诊为癌症时，进行这样的谈话是极具挑战性的。在
这个关键点上，了解如何妥当地回应，将有助于从一开始
就与员工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并且有助于解决将来要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 

可利用工作场所的沟通渠道发送最佳实践材料（网络工具
和工具包、电子版和印刷版宣传册）给管理人员，就应该如
何回应、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资源信息，以及其他需要注意
的工作问题（如隐私、法律权利和职责）等向他们提供指
导。此外，还可以通过为工作场所特制的教学工具开展交
互式会话和研讨会，以便人力资源部门和管理人员更好地
了解如何与患癌员工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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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同事 
患癌员工的同事也面临着因此员工患癌而产生的影响，管
理人员和人力资源部员工还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同事
们对工作场所癌症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他们是
否有过家人或朋友患癌的经历，也取决于他们对癌症的认
知理念——在某些情况下，同事们对与患癌员工一起共事
感到不安。7借助于工作场所沟通渠道和交互式对话，同事
们将通过最佳实践材料了解怎样与患癌员工沟通以及破
除常见的讹传和误解。 

谈论癌症
新州癌症协会
与您的员工谈论癌症：  
第一次谈话
www.cancercouncil.com.au

麦克米兰癌症援助
患癌员工：如何在工作场所就癌症问题进行对话
www.macmillan.org.uk

患癌员工重返职场的过渡
如何对这个消息做出回应
www.workplacetransitions.org

支持同事
www.workplacetransitions.org 

癌症+职业
当一名同事罹患癌症时：应该说什么
www.cancerandcareers.org

美国癌症协会
当一位与你共事的人罹患癌症时（英语和西班牙语）
www.cancer.org

资源

培训
Macmillan At Work: 培训.支持.知识. 
专门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和/或基层管理人员设计的公司
内部及公开研讨会
www.macmillan.org.uk

带癌工作 
“工作与癌症”培训讲座根据公司的需求专门设计。有些

公司会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安排 60 至 90 
分钟的“边午餐边学习”讲座；还有些公司会将讲座延长至
半天，或将其纳入与健康幸福或劳工法相关的更宽泛的会
议讲座中。
www.workingwithcancer.co.uk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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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  
只讲了一半的故事——支持工作场所对话

*此调查受辉瑞和癌症与职业组织委托，由哈里斯民意调查于 2014 年 6 月 9 日至 23 日
期间在网上展开。此项调查共涉及 1002 名 18 岁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和幸存者（其中 189 
名患有转移性乳腺癌），她们选择在确诊后继续工作或找工作；还分别涉及员工人数在 5 
人以上的美国公司的 102 名雇主（人力资源或员工福利经理或分管这些职责的公司高
管）；100 名肿瘤科医生；100 名肿瘤科护士、护士教导员和照料乳腺癌患者的医疗社工
人员。请在获得许可后参考引用。保留所有权利。

全面了解乳腺癌
“支持工作场所对话”调查是受辉瑞和癌症与职业组织委托，作

为“乳腺癌，只讲了一半的故事”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本调查探索
了包括 189 名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在内的 1000 多名乳腺癌幸存
者的经历以及乳腺癌最晚期的症状表现，这些幸存者在确诊后都
曾继续工作或找工作。 

此项调查揭示了雇主需要知道的一些重要信息：

患乳腺癌的女性非常重视和珍惜工作
3/4 的受访女性认为工作有助于病情康复，这一观点几乎得到所
有受访医疗保健专家的一致赞同。女性出于经济和情感原因希望
重返工作岗位——近一半转移性乳腺癌女性患者希望重新工作，
以便让自己感觉生活是正常的。

雇主的支持至关重要 
雇主的支持对于帮助乳腺癌女性患者留任工作而言是关键所在，
但是还有更多要做的事。2/3 的肿瘤科医生和非医师医疗保健专
家受访者认为，工作单位在为女性应对乳腺癌及其治疗提供帮助
方面以及通过法律手段提供更多支持方面都应得到改善。此外，
报道中患有乳腺癌的女性所获得的帮助与雇主声称所提供的帮
助之间存在较大出入。

有关在癌症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继续工作的特殊资源、 
建议或培训

雇主 66% 对应女性乳腺癌患者 8%

工作场所内是否设有互助组

雇主 58% 对应女性乳腺癌患者 6%

特殊工作变动（例如增加休息时间或临时工作调整）

 
雇主 73% 对应女性乳腺癌患者 22%

良好的沟通可帮助女性乳腺癌患者在工作场所更好地工作 
沟通不畅是女性乳腺癌患者与其雇主之间存在观点分歧的原因。
雇主可能夸大他们所提供的支持，而女性乳腺癌患者并未意识到
可用的支持。大多数受访女性从未就工作变更（51%）、法律权利

（72%）或可帮助她们应对挑战的行动计划（73%）与工作单位的
人进行过对话。 

“乳腺癌是一种可以带来复杂的治疗选
择问题和生活选择问题的疾病，其中也包
括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是否可以工作”
，辉瑞公司肿瘤学专家、高级医务总监、美
国乳腺癌权威 Julia Perkins Smith 博士
如是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不仅能
为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提供经济支持，更具
有情感支持的作用。这也包括那些患有转
移性癌的女性患者，她们需要一直接受治
疗，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她们仍渴
望感受到正常生活的温暖”。
辉瑞公司肿瘤学专家、高级医务总监、美国乳腺癌权威 
Julia Perkins Smith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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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灵活弹性的返岗工作安排
雇主可通过向员工宣传公司的弹性返岗工作政策来鼓
励患癌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并对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以
帮助患癌员工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 

即使是对工作任务、时间或职责的细微调整，也有助于实
现平稳过渡。您的公司可提供的支持的典型示例如下：

 • 分阶段返岗支持——在公司运作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允许员工慢慢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 同意调整员工的工作任务（如“轻负荷的工作”）或职
责。这可以是暂时的或长期的调整，也可以在双方同意
的情况下更换工作

 • 改变绩效目标 

 • 允许在工作时段里增加休息次数以缓解疲劳和/或增
加工作的灵活性

 • 使工作场所能够满足患者发生了改变的生理需求，例
如，当患者出现了像上下楼梯困难这样的活动能力或
身体状况下降的情况时，雇主应对此作出相应的举措 

 • 允许灵活的工作安排，允许从工作中抽时间接受后续
的治疗、康复和辅导。这包括可以从工作中抽时间参加
癌症互助组或伙伴系统的活动

您的公司可以考虑的其他帮助方式包括，邀请医疗保健专
家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与员工共同建立一个工作场所癌
症互助组、社交网络或伙伴系统，或放宽休假的法定要求。
当员工无法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应支持再培训上岗；如
果公司现有的岗位不合适，甚至可以考虑帮助员工寻找其
他工作。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帮助
一般来说，为提供支持帮助而做的调整，其类型会随着时
间而改变。与您的员工沟通如何更好地控制他们的工作负
荷是非常重要的。 

看护人也需要灵活弹性的工作安排
很多癌症患者看护人有带薪工作，这种照顾病人和从事工
作的双重任务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苦恼。他们往往
同样需要面对癌症患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例如需要从工作
中抽时间以便照顾病人，以及需要应对责任的变动，比如
说儿童照管安排和家务安排的变动。8雇主应通过让看护人
享受灵活弹性工作政策、允许延长假期和有权使用工作场
所心理咨询资源等方面来提供支持。

在我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后，我的
同事承担了我的所有工作。我曾
经在医院里工作了一段时期，在 
2-3 个月的病假之后，我慢慢地重
新返回了职场。 
癌症、工作与你, 
维州癌症委员会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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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Maggie’s & Unum
创建一个逐步返岗计划
www.resources.unum.co.uk

Macmillan at Work 
Macmillan at Work 提供一系列专家培训、意见咨询和针
对雇主的包括电子版新闻简报和免费的工作与癌症工具
包在内的相关资源
www.macmillan.org.uk

伙伴系统指南：本指南专门针对雇主和患癌员工编制，旨
在帮助工作机构在工作场所内实施伙伴系统
www.macmillan.org.uk

新州癌症协会
为在职的看护人提供支持
www.cancercouncil.com.au

死亡与丧亲
www.cancercouncil.com.au

当员工患有晚期癌症
有时，员工可能正处于癌症晚期。这意味着，在经
过治疗之后，他们的癌症病情继续恶化，或者他
们被确诊患有危及生命的晚期疾病。晚期癌症一
般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如果关怀与支持得当的
话，很多人可以继续工作数月或数年，还有些人
希望继续工作或不得不继续工作。虽然很多国家
的职场法律支持员工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工作
下去，但是对于患癌员工及其雇主和同事而言，
情绪问题和实际问题都使这一切变得非常困难
且极具挑战性。

开放的沟通交流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更好地支持
患癌员工工作，部门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管理者
们需要与患者就适当的工作调整问题进行坦诚
的交流。雇主和雇员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样
的调整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此外，获得职业健
康专家的帮助也很重要。部门管理人员和人力资
源管理者们也应做好与团队成员进行沟通的准
备，团队成员可能会由于同事得了绝症而遭受精
神痛苦，且因责任分担等实际问题而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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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歧视与羞辱
雇主可采取措施减少偏见，因为偏见可能使患癌员工无
法顺利返岗。

很多国家的癌症患者都提到自己在办公场所内受到歧视，
并且他们因为害怕丢掉工作或无法找到新工作而刻意隐
瞒自己的癌症诊断结果。此外，那些重返工作岗位的员工
也会碰到同事们对其工作表现持有偏见和误解，或者对他
们请假接受康复治疗进行无端猜测。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法律权利或雇主应肩负的法律责任。

作为一名雇主，您应该意识到自己有义务防止工作中的歧
视行为并强制实施工作场所的相关政策，以避免带癌工作
的员工以及癌症患者看护人在就业、工作期间和重返工作
岗位时受到不公平待遇。11雇主也应知道对手下员工向患
癌同事实施的不公平对待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 

虽然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同，但在一些国家，按照国家
反歧视法律，癌症被视为残疾，这意味着雇主需要作出适
当的调整以支持员工继续有效工作。人力资源部员工和管
理人员应了解与平等就业和职场歧视相关的国家政策和
法律，并做好就此问题与员工进行讨论的准备。 

什么是歧视？
歧视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 直接歧视——这意味着与未患癌症者相比，
给与癌症患者较差的待遇，例如，因为某人被
诊断患有癌症或有癌症史而剥夺其获得工作
或晋升的机会。 

 • 间接歧视——这意味着将癌症患者与未患癌
症者一视同仁，但致使癌症患者由于无法参
加某项工作或遵守某项职场规范而处于劣势
地位。例如，公司要求生产岗位或零售岗位全
天站着工作，当一名带癌工作的员工无法长
时间站立时，这就可能构成间接歧视。

患癌员工也应享受不被经理、员工或客户骚扰或
威胁的权利。这可能包括攻击性或侮辱性言论、
恐吓或排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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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关于工作场所内癌症的应对和美国残疾人法（ADA） 
的问答
www.eeoc.gov

麦凯布法律与癌症中心，维州癌症委员会。 
让法律更好地维护癌症患者的合法权益。 
www.mccabecentre.org

我非常幸运，我的老板待我非常
好，因为他也曾经历过癌症折磨，
并且他尽一切努力让我感觉自己
仍然是团队的一份子。我一直非
常清醒地认识到，我不能让那些
没必要了解我的病情的人知道我
罹患癌症，因为如果潜在的雇主
知晓我的病情的话，在将来我有
可能会找不到工作。 
让法律更好地维护癌症患者的合法权益， 
未发布的评论11

“

在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中，只有约 
1/10 的受访者表示在癌症确诊后会告
知雇主，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歧视和 
羞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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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员工随时都应该享有被尊
重和尊敬的权利——尤其是那些
经历癌症治疗后返岗的员工。为
更好地支持他们，应同时从个人
和组织层面实施和强化对羞辱与
歧视的零容忍度政策，管理人员
应单独对待每个案例，并将其视
为需要重视的特殊形势。按照目
前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多的人将
带癌返岗工作，确保这些个人获
得支持对于他们的康复之路来说
至关重要，并将有助于企业维持
敬业高效的劳动力队伍。 
保柏集团（Bupa）健康和公共卫生部首席官
员 Fiona Adshead 博士

“
当时，经过几周的修养之后，我很
可能可以重新全职工作，但是我
的雇主非常热心，让我返回工作
岗位后按缩减的工作时间工作了
一段日子。现在，我已重新回到全
职工作状态，我需要工作来保持
我的社会联系和健康，虽然我在
精神上很坚强，但是我的身体状
况却一塌糊涂。我和老板商量了
让我在家工作，以便我可以控制
自己的身体状态、缓解疼痛和继
续保持全职工作。 

“坚强生活”基金会, 未发布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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